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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内容： 

802.11 无线优化 

     

测试厂商： 

思科 

     

测试产品： 

具备 ClientLink 波束成形特性的思科 

AP1250 和 AP1140 的无线接入点。  

 

    关键结论： 

 思科ClientLink特性增加了 802.11a与

802.11g 客户端 65%的吞吐量。 

 增加 27%的总频道容量。 

 增加射频信号的穿透能力以及减少覆盖

范围黑洞。 

 简易的部署，不需要客户端的软硬件更

改。 

 

 

 

 



 

思科向Miercom实验室提交了具有802.11n功能的AP1250与 AP1140进行性

能评估，这 2种无线接入点具有 ClientLink 波束成形特性。本次评估的焦点是

ClientLink 特性对 802.11a/g 客户端的性能增强。我们通过对比启用

ClientLink 特性前后性能的提升，来分析 ClientLink 特性的综合益处。我们通

过计算下行吞吐量，减少应用的交易处理时间，减少覆盖漏洞，尤其是在 AP 覆

盖的边缘区域，来分析 ClientLink 特性。 

 

ClientLink 是一种波束成形技术，这种技术使传统的 802.11a/g 客户端性

能得到一个整体的提升。通过我们的测试，可以看到无线接入点开启 ClientLink

特性时，802.11a/g客户端可以达到802.11n客户端在a/g模式下相近似的性能。

测试表明，Clientlink 特性可以提高信号对遮挡物的穿透能力，提高信号的信

噪比，增强 AP 覆盖范围边缘的吞吐量。应用的交易处理时间与覆盖黑洞也同时

被减少。 

 

图 1：ClientLink 特性提升吞吐率 

ClientLink 为 802.11a/g 设备提供了高吞吐率 

 

 

 

思科 ClientLink特性的性能测试表明，该特性为802.11a/g设备提高了65%

的吞吐率。ClientLink 同时提供了增强的覆盖能力，可以覆盖到通常情况下覆



盖不到的区域。 

 

测试图解： 

 

 

 

如何测试 

 

我们在一个混合的客户端环境中，通过启用 ClientLink 特性开关来测试启

用和禁用先后对吞吐率，覆盖范围的影响，从而对 ClientLink 特性的性能益处

做出评估。 

 

我们利用 Ixia’s Chariot 6.5(www.ixiacom.com)在无线客户端与有线节

点间产生一个双向的 TCP 数据流。Ixia 是提供网络设备测试工具的行业领先者，

Ixia 提供可行的方法产生基于真实会话的数据流的工具，比如 Chariot。有线终

端我们采用联想 X61 笔记本通过千兆以太网连接到交换机来产生流量。Ixia 使



用“Throughput.scr”脚本在一分钟的测试时间内，尽可能的随机发送 100KB，

非压缩的 TCP 数据。每种测试都进行 2遍来保证结果的一致性。在每个测试距离

下，客户端都会进行 ClientLink 特性开启与关闭下的测试，之后再移动到下一

个测试点，来保证在同一客户端条件下对两种模式的测试。 

 

我们利用 AirMagnet’s Survey 6.0(www.airmagnet.com)测试工具进行现

场勘查测试，此工具在现场勘查时，发送 TCP 流量来实时测量信号强度、包丢失

率和上/下行传输速率。使用这种方法，勘查数据可以真实的表现一个已经与 AP

关联的实时的客户端，该客户端处于活跃状态且正在传送数据。 

 

    我们使用支持 50 个 AP 的思科 4402 无线控制器，且运行 6.0 软件版本。思

科 AP1252 与 AP1142 工作在轻量级模式，且使用 PoE 或 ePoE（AP1252）供电。

使用思科 3750-E 交换机连接整个实验台，交换机软件版本 12.2（44）SE2。控

制器、AP 以及流量发生终端的有线连接均通过千兆以太网。无线客户端是 Dell 

Precision M2300 笔记本(www.dell.com)，安装思科 CB21-AG 无线网卡，驱动程

序版本 4.2.0.297。 

 

802.11n 无线技术为早期的 Wi-Fi 标准提供了多种提高网络性能的有效方

法。尽管如此，要想实现 802.11n 技术的全部优势，客户端和 AP 必须都兼容

802.11n。但是在未来几年，用户实际的部署中，混合的客户端环境仍将存在。

这是由于公司在进行设备更新时会考虑增加现有设备更长的寿命以及增加已经

存在的技术的投资回报率。在这种混合的客户端环境中，由于下行流量的低吞吐

率，传统的客户端（802.11a/g）使用非对称的网络资源。这样导致了网络中所

有客户端的传输速率降低，包括 802.11n 客户端。除此之外，由于较差的 Wi-Fi

接收效果，尤其是在有遮挡物的环境中，传统的客户端可能会经历覆盖漏洞问题。 

    

    思科 ClientLink 技术是一种创新的特性来解决这种环境下客户面临的问

题。它是一种 802.11n 构架的解决方法，通过使用叫做 transmit beam forming

的信号优化进程，提高无线接入点到传统客户端 802.11a/g（下行）的传输性能。



Beam forming 进程增强了客户端的信噪比，减少或消除覆盖漏洞。ClientLink

不需要 802.11a/g 客户端的软硬件更改，就能完成这些益处。通过一个简单的图

形化确认窗口，就能方便的控制 Beam forming 的开启与关闭。ClientLink 不能

扩展 AP 的覆盖范围，但是可以提高 AP 有效覆盖范围内的下行连接性能。 

 

传统客户端的吞吐率 

 

测试环境中，在 AP 与无线客户端之间存在许多设备遮挡物。遮挡物由以下

组成，位于工作区间的关闭的金属防火门、多层墙壁（包括一层混凝土实体墙）、

装满货物的货架，这些都会影响无线网络的覆盖范围及吞吐率。AP 的输出功率

为 8dBm。 

 

第一个测试点是距离 AP 20 英尺的地方，在传统客户端与 AP 之间存在一个

关闭的金属防火门。在 Beam forming 特性关闭的情况下，接收的信号强度为

-79dBm，吞吐率为 16Mbps。在 ClientLink 开启的情况下，接收信号强度增加到

-75dBm，吞吐率增加到 18Mbps 以上，也就是增加了 13.6%。 

 

第二个测试点控制在 30 英尺范围，在传统客户端与 AP 之间存在一个关闭的

金属防火门和一道墙壁。这种情况下，如果关闭了 Beam forming 特性，接收信

号强度为-83dBm，吞吐率为 7.9Mbps。开启 ClientLink 提升了 3dBm 的信号强度，

吞吐率增加到 14.9Mbps，也就是增加了 87.7%的性能。 

 

在40英尺的测试位置是一个小功能室，客户端与AP被2层墙体分隔。在Beam 

forming 特性关闭的情况下，接收信号强度为-85dBm，吞吐率为 7.4Mbps。开启

ClientLink 增加信号强度 2dBm，增加吞吐率到 12.7Mbps，提高了 70%。 

 

在 50 英尺的地方，在 AP 与客户端之间被多道墙体与门分隔，多径效应更加

明显。这次 ClientLink Beam forming 的益处是增加接收信号强度从-87 到-86，

增加了 89.5%的吞吐率。 



 

    最具戏剧性的 ClientLink 特性展示出现在 60 英尺的测试点。在 Beam 

forming 特性关闭的情况下，传统的 802.11a 客户端由于处于信号强度的末端，

无法从 AP 获取稳定的无线连接，从而导致零吞吐率。但是当 ClientLink 特性开

启时，信号强度提升到-85dBm，吞吐率达到 3Mbps。这表示了对比无 Beam forming

环境下，一个 100%的提升，以及提供了与 50 英尺处无 Beam forming 环境下几

乎相同的吞吐率。这些都显示了在 AP 覆盖范围边缘，Beam forming 对于性能的

巨大提升。 

 

减少处理时间 

 

我们通过多点的吞吐率测试来评估 ClientLink 技术提供的 Beam forming 特

性在速率变化时的优势以及在 AP 覆盖范围边缘的不同点上对吞吐率的影响。 

 

客户端部署在 2 个测试点，办公室走廊以及休息室，每个客户端距离 AP 80

英尺。测量在位于 AP 的 0°, 90°, 180°, 以及 270°方位进行。测试文件为

100KB 非压缩 TCP 数据。 

 

在 Beam forming 开启或关闭的情况下，我们使用 AirMagnet 工具生成一个

帧大小分布的上行流。这个测试过程反应了协议基于信噪比来选择更高的帧传输

率。在 Beam forming 关闭的情况下，客户端只有 44%的流量在 14Mbps 或更高的

速率下被接收，在小于 10Mbps 的速率下才能接收到重要部分。但是在 Beam 

forming启动的情况下，客户端在14Mbps或更高的速率下流量接收率达到了75%，

增加了 31%。提高的吞吐率减少了客户端的处理时间，允许更高的系统性能。 

     

    图 2：ClientLink 特性增强系统性能 

ClientLink 在覆盖范围内提供一致的高吞吐率 

 



 

 

    思科 Clientlink 特性性能测试表明，平均增加了 27%的频道容积。 

    Clientlink 允许客户端进行一致的高速率传输。更快的数据传输，更少的

重传，意味着射频信道更有效的利用。更快的 802.11a/g 客户端的处理，为

802.11n 客户端开放了更多时间，来增加整体性能。 

 

    图 3：ClientLink 技术提升数据速率 

ClientLink 关闭情况下从 AirMagnet Iperf 工具显示的现场勘查输出结果

表示在 AP 的覆盖范围边缘，下行数据吞吐率低。白色区域表示超出了 AP 的覆盖

范围。 

 



    ClientLink开启情况下现场勘查结果表示在AP覆盖范围的边缘提升了吞吐

率。白色区域表示超出了 AP 的覆盖范围。 

 

 

 

扩展信号覆盖范围 

 

    我们在一个有遮挡物的挑战环境中进行 21 处现场勘测，并在一个更大的开

放办公环境使用 AirMagnet Iperf 工具重复进行了 83 处的勘测。在挑战环境中

ClientLink 提供了非常明显的数据速率提升，尤其在 AP 覆盖范围的边缘，Beam 

forming 提升了 6-15Mbps 的吞吐率。而在开放的办公环境，Beam forming 为处

于 AP 覆盖范围边缘的客户端提供了 9-12Mbps 的吞吐率提升。在 AP 覆盖漏洞范

围的客户端，由于非常差的信噪比而产生的高丢包率现象同样被 Beam forming

消除。 

 

图 4：ClientLink 提升覆盖范围 

ClientLink 关闭情况下在由办公室和隔断组成的开放楼层，现场勘测结果显

示在临近休息室的工作区存在一个覆盖漏洞。这是在 AP 的覆盖范围内一个高丢

包率的区域（高达 70%），传统客户端可能会在此区域造成多次重传，降低所有



用户的网络性能。 

 

 

 

    ClientLink 开启情况下，Beam forming 提供了增强的信号质量，消除了之

前勘测时出现的覆盖漏洞，保证了所有客户端一致的覆盖范围。 

 

 

 



Miercom 性能测试证明 

 

基于对带有 ClientLink 特性的思科 AP1250 与 AP1140 进行的测试，Miercom

证实了 ClientLink 特性可以提供较高的吞吐率和扩展传统 802.11a/g 客户端的

覆盖能力。 

 

测试证实，在今天这种混合客户端无线环境中，思科 ClientLink 特性可以

大大的增强用户的无线体验。消费者也可以在思科无线网络的部署中使用

ClientLink 技术来对现有的投资进行保护。 

 

思科带有 ClientLink特性的 AP1250和 AP1140获得 Miercom性能证实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