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览 

802.11ac 用户使用案例 

日常业务对Wi-Fi的依赖促使企业网络的要求越来越多，Wi-Fi网络需要提

供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及更强的性能。 

来自带设备(BYOD)的接入以及消耗带宽应用（例如视频）的增长的挑战正

在影响着所有的行业。 
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带宽及速度需求，IEEE提出了下一代Wi-Fi标准：

802.11ac。第一代802.11ac标准较802.11n相比，性能提升了3倍。通过多个

方面的增强，802.11ac可以提供： 

•更宽的信道：提供80-MHz的信道宽度，更宽的信道可以提供更多的带宽。 

•.空间流增多：802.11ac支持多达8个空间流，而802.11n只支持4个。 

•运行在5-GHz的能力：当今大多数的Wi-Fi使用2.4-GHz,客户端容易受其

它客户端的干扰，而且2.4-GHz的信道数也少于5-GHz. 

通过这些增强点，802.11ac延续了之前的Wi-Fi标准802.11n的优良性能并

有相应的改善。明显地给Wi-Fi网络带来更快的连接，给终端用户带来更

佳的体验。当连接到支持802.11ac的无线网络，用户可以体验类似有线网

络般较快的速度。由于速度的提升，客户端能更快地接入或断开网络，

不仅保护了802.11ac客户端的电池寿命，同时节省了更多的空口时间给其

它传统的客户端。 

总的来说，802.11ac的优势和可靠性将重大改变无线网络的演进方式。然

而，作为一个新兴的技术，投入使用是阶段性的。不同的业务和组织依赖

无线网络的具体方式不同，他们有不同的需求以及专门针对需求设计的的

应用。在这一点上，让我们看看如何将802.11ac用于这些行业。 

多数的企业意识到了其对无线网络更高的带宽及可靠性的需求。在医疗行业

尤其突出，Wi-Fi正越来越多地被关键应用所使用，包括心电图和放射影像、

远程医疗、电子医疗记录的程序、手持式扫描仪和VOIP语音。为了确保顺利、

安全地运行这些应用程序，医疗行业需要高性能、大容量及无处不在的无线

连通性。 

802.11ac使用5-GHz频谱降低干扰，因此医生可以非常轻松地在笔记本上使用

医疗应用程序。802.11ac拥有802.11n三倍的速度，支持无缝的、即时的连接，

同时优化了802.11ac客户端的电源使用寿命。医疗服务提供者将放射学和心

脏病学的医学成像直接传送到病人床边，而不再需要现阶段使用的特定图像

观看室。因此，802.11ac为医患网真及视频的应用带来更强的性能和可靠性。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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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 

随着越来越多的802.11ac客户端设备面世，建设802.11ac网络的需求不断增

长。高等教育尤为明显，学生是新兴技术的较早使用者，在校园里将出现

802.11ac的笔记本、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他们要求将这些设备连入网络，

这也是高等教育 IT主管支持第五代Wi-Fi - 802.11ac的原因之一。 

802.11ac客户端的使用不是在网络中部署802.11ac的唯一原因。许多高等教

育网络都面临无线网络使用率和并发连接数的急剧增加，在许多情况下为了

应对带宽和连接的需求，会不得不部署更多的无线接入点。依靠802.11ac提

供的更高数据速率、更宽信道以及更有效率的调制方式，校园网络能够应对

增长的需求。更高的速度意味着802.11ac客户端可以更快地连接及断开网络，

给其它传统的客户端留下更多无线网络的使用时间。802.11ac将缓解带宽需

求的同时使整个Wi-Fi网络更加有效率。 

基础教育有着和大多数企业类似的需求。课堂上越来越多的使用视频，这就

需要更多的带宽。课堂协作将会成为流行趋势，日常课程通过视频在国内或

世界范围传播。同时，笔记本电脑、智能终端和其它Wi-Fi连接的设备在课

堂上的使用量会明显增多。基础教育的IT部门利用 802.11ac可以解决这些需

求，为视频和其它应用提供额外的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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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运营商 总结 

部署802.11ac将为无线网络带来众多收益。需要记住的是，拥有为网络提供

更多带宽的能力将产生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作为无线网络的领导者，思科

提供全面的 802.11ac解决方案，带来高可靠性的无线网络，帮助并确保客户

从 802.11ac获益。思科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支持 802.11ac扩展模

块，思科Aironet 3700 系列无线接入点支持集成的 802.11ac功能。意识到干

扰、密度及的需求非常重要。借助思科CleanAir®、ClientLink以及高密度接

入体验（High Density Experience）技术，您可以非常自信的应对干扰、提升

传统客户端效率和支持高密度客户端接入，网络从 802.11ac获益的同时还能

保持高可靠性。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isco.com/go/80211ac. 

 

运营商从802.11ac上获得的最大利益和热点相关。热点是运营商的一个普遍

解决方案，用户通过支付订阅费就能使用Wi-Fi网络，从而创造利润。热点同

时也从3G或LTE网络卸了大量数据流到Wi-Fi网络。通过将802.11ac引入热

点，运营商可以使自己从竞争中脱颖而出。随着越来越多的802.11ac设备流

入市场，客户可以选择支持额外的费用使用新的802.11ac设备或是笔记本电

脑以获得较高的带宽。热点用户通过使用高带宽的应用，例如Netflix、Hulu 

Plus等视频应用将获得更佳的体验。通过这一业务，运营商能获得额外的收

入。同时，802.11ac使用5-GHz将缓解在众多的热点部署里已经拥塞的2.4-GHz

频谱的压力。使用802.11ac，运营商能在更有效率的网络上为客户提供更多

的带宽，创造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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