《如何与复杂世界中的
其他设备/程序完美协作》
白皮书

执行摘要

随着客户开始在其网络中添加越来越多的设备，这些网络的复杂性呈指数增长。如果网络上有 4
台设备，就存在 24 种组合；如果有 10 台设备，组合就超过了 300 万。这导致在一个典型的互联
网环境中，设备组合不计其数。

您的产品位于由许多其他设备组成的在线网络中。如果您的设备出现问题，由于该网络上各种设
备的绝对可能组合，您将无法 100% 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 是您的设备出了问题，还是网络上的
其他设备出了问题，抑或是网络本身出了问题？

Symbio 专门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来执行这种互操作性测试。凭借我们历年来在测试领域积累的深
厚实力，以及 20 多年为 Microsoft 等公司提供测试和质量保证服务的经验，我们为这一挑战构
建了全面的解决方案：Symbio 互操作性实验室。

以下是我们实验室可以提供的一部分测试：
• 互操作性测试
• 兼容性测试
• 可持续性测试
• 基准测试服务
• 认证/预认证/一致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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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少变多
您客户的住宅曾经非常安静。
当这里最初出现互联网时，他们需要一个调制
解调器来拨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例如 AOL。
他们会在其台式电脑的插槽中放入一张软盘，
启动 AOL 软件，连接电话线，然后拨入另
一端的服务器，从而使客户 与世界相连 —
电子邮件、互联网、信息论坛。一台电脑通过
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线连接到另一台电脑，从
而接入互联网。
让我们快进到电缆调制解调器。当首个电缆调
制解调器问世时，它同样连接一台设备，但是，
如果某个人精通技术，那么他可将一个路由器
或多台设备连接到电缆调制解调器。即使在那
时，您的客户也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哪些设备
连接到了他的网络。他们可以实际查看与路由
器本身相连的设备。
然后出现了无线网关。现在，客户拥有的设备
可以在住宅内外的任意位置以无线方式连接到
互联网，只要设备位于 100 英尺半径之内，就
可以通过路由器连接到互联网。

起初，只有少数设备可以使用这种连接，例如
笔记本电脑。随后相继出现了智能手机（iPhone、
Android）、平板电脑 (iPad)、联网流媒体设
备（Roku 和 Apple TV）、智能电视、 4K 智能
电视（比一般流媒体设备需要更多带宽）。最后，
物联网和可穿戴设备大量涌现，例如 IP 安保摄
像头、联网恒温器以及各种新设备，包括家用机
器人和其他有用的家庭自动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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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设备

家用设备呈爆炸式增长 — 但我们无法真正跟踪
和管理所有设备的全部排列和组合，以检测是
哪台设备引发了问题。您的设备或应用程序能
否与该网络中的其他设备或应用程序兼容，或
者它是否会引发重大问题？

出现问题时，您的客户会给谁打电话？

问题
随着客户开始在其网络中添加越来越多的设备，
这些网络的复杂性呈指数增长。如果网络上有
4 台设备，就存在 24 种组合；如果有 10 台
设备，组合就超过了 300 万。这导致在一个
典型的联网住宅中，设备组合不计其数。
如果您提供互联网服务，或者已经开发了在这
种环境中运行的产品，您如何测试所有设备的

全部排列和组合及其对网络的影响？
您的产品位于由许多其他设备组成的在线网络中。
如果您的设备出现问题，由于该网络上各种设备
的绝对可能组合，您将无法 100% 确定问题出在
哪里 — 是您的设备出了问题，还是网络上的其
他设备出了问题，抑或是网络本身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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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如果您的设备依赖互联网，而同一网络上的另一台
设备耗尽了所有带宽，或者干扰了您设备的运行，
那该怎么办？如果该设备是物联网设备，甚至不具
备相同能力来报告与您的设备存在的冲突或问题，
那该怎么办？

以下为示例：
您的客户将您的产品安装在其网络上，产品在安装后
运行良好，且一直保持良好运行状态。 该客户又购买
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联网电视、 一个 IP 安保摄
像头以及一个 Amazon Echo 音箱。您的产品仍未出
现问题，且运行良好。然后有一天，您的产品不明原
因地停止了运行。它似乎不能再连接到互联网。所以
客户致电您的客服热线。为了让产品恢复运行，您的
客服代表梳理了很多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但由于某种
原因，您的设备仍然无法连接到互联网。经过长时间
的详细故障诊断会话之后，客户和客服代表确定，是
客户的笔记本电脑（而非您的产品）导致您的产品与
网络断开连接。将笔记本电脑从网络中移除即可解决
您的产品出现的问题，但这样做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
源。最终，经过确定，客户刚刚更新了笔记本电脑上
的网络驱动程序，其中存在一个漏洞。该漏洞占用了
客户的家庭网络大量的网络流量，导致需要高网络带
宽的产品（比如您的产品）受到了影响，而其他产品
则一切运行正常。典型家庭网络现在变得错综复杂。

如果您查看目前典型的家庭网络，就可能看到有 16
-20 多台设备当前处于活动状态，7 台处于非活动状
态。 所有这些设备必须与其他设备共存 — 如果您的
客户突然无法通过 Apple TV 在 Netflix 上观看电影，
那么这是互联网供应商的问题，Apple TV 的问题，
还是 Netflix 的问题呢？问题甚至可能出在家中的某
个孩子，因为他/她在 Twitch 上观看会话耗尽了带宽。
您无从得知问题出在哪里，是什么引发了问题，以及
如何在客户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主动预先解决问题。

重点是，网络的复杂性呈指数增长。您无法测试所有
可能的配置和设备组合。

果真无应对之策吗？
Symbio 可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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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Symbio 专门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来执行这种互操作性测试。凭
借我们历年来在测试领域积累的深厚实力，以及 20 多年为
Microsoft 等公司提供测试和质量保证服务的经验，我们为这
一挑战构建了全面的解决方案：Symbio 互操作性实验室。

此实验室采用彻底的全新设计，用于测试尽可能多的设备组合，
以及尽可能真实地模拟实际网络中的组合。我们可以轻松发现
并解决上述类似问题。

Symbio 互操作性实验室
Symbio 互操作性实验室是一种根据需求能灵活地、完全
地可扩展定制的测试服务，通常配置常见的核心设备集，
以及用作项目定制所附加的自定义配置设备集。

我们的互操作性实验室既可以执行广泛测试（通过多项测试来
测试设备组合，例如连接性和吞吐量），也可以执行深度测试
（通过多项测试来测试一台或多台设备，例如遍历应用程序测
试中所有可能的排列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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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示例为我们已构建架构的一小部分。总的来说，
我们已将数百台不同类别的设备组合在一起，这些设
备包括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电视、平板电脑 和物
联网设备，例如 IP 摄像头和联网恒温器，这些设备可
形成数千种组合进行测试。随着软件的更新，这些设
备也在持续更新。新设备在进入市场时，需反复进出
实验室。

我们基于自己对典型环境的研究（包括异常场景和客户
提供的组合）来测试这些组合。如果您想要测试特定产
品或产品组合，我们可以构建一个自定义环境来测试这
些组合。
我们还参与大多数制造商的发布周期，并且使您能够在
问题发生之前预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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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以下为互操作性实验室可以预先解决的问题类型
的示例：
对于一家大型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来说，一切似乎
都很顺利。突然之间，新呼叫蜂拥而至 — 由于
某些原因，他们的一些客户试图在其联网智
能电视上播放 Netflix 电影，但却无法正常播放。
大多数客户尝试使用电视上的另一款应用程序进
行播放，也还是行不通。他们立即得出结论，问
题肯定出在网络上。他们拿起电话打给互联网服
务提供商，结果导致出现了话务高峰。电话打进
来后，客服代表运行了所有必要测试，结果发现
客户的互联网连接没有问题。一切似乎都正常。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故障诊断之后，他们将问题追
溯到电视本身，因为网络上的其他设备能够连接到
互联网。但是电视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些电视自从
首次安装并连接到互联网以来一直运行良好。在执
行更深入的故障诊断后发现，这款智能电视的制造
商通过后台悄悄地将一个补丁推送到了电视的操作
系统，使之适用于目前已经过时的电视机。他们这
样做时并未告知电视所有者补丁即将发布，也未为
其提供拒绝补丁的选择权。客户根本不知道已经应
用这个补丁。客服代表通过比较正常工作的电视的
操作系统版本号和无法工作的电视的版本号，发现
了这一点。正如所怀疑的，无法工作的电视具有缺
陷补丁。通常，这些类型的小补丁会无缝安装，对
用户不会产生明显影响。但是这一次，补丁中的缺
陷使大量此类电视丢失其网络连接，从而导致大量
呼叫，所有这些所产生的费用全由互联网服务提供
商承担。

如果该提供商使用了我们互操作性实验室的服务，
他们至少会收到补丁将引发问题的提醒。他们还能
够预先通知其客服代表，并在客户自助服务门户上
提供这些数据，从而转移很大一部分呼叫，并显著
缩短其他人的通话时间。

全球总部
美国加州圣何塞
电话: +1 (408) 996 9700

以下是我们实验室可以提供的一部分测试：
• 互操作性测试：测试特定智能设备或软件程序
是否与其他设备或软件程序兼容，推广交叉使
用功能。随着各种技术内置于由多种部件组成
的架构中而在这种架构中，无缝操作对于开发
用户群至关重要，因此这种测试也变得日益重
要。

• 兼容性测试：验证产品在各种硬件、软件和
网络配置中的运行是否符合预期，这些配置
基于一组确定的兼容性组合而计划。

• 可持续性测试：验证智能设备或软件程序在各种
版本系统上的运行是否符合预期。

• 基准测试服务：比较两个或更多智能设备或软件
程序，以验证各种产品属性之间的相对性能。

• 认证/预认证/一致性测试：验证智能设备或软件程
序在运行时是否符合相应的标准（通常是行业标
准，例如 ISO）或相应的生态系统平台（例如
Windows）的要求。

Symbio 借助其精湛的测试专业性，以及为众多《财
富》500 强企业开发软件解决方案方面积累的深厚专
业知识和经验，为您提供所需的独特的解决方案。

请立即与我们联系吧，探讨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

欧洲
芬兰埃斯波
电话: +358 (10) 835 8300

亚太区
中国北京海淀区
电话: +86 (10) 8278 4012

marketing@symbio.com
www.symbi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