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科智能无线电
角色分配

No Strings Attached Show



前言

最近，No Strings Attached Show 受邀来到位于俄亥俄州利奇菲尔德市的思科真实环

境实验室，了解当今一些令人兴奋新技术的幕后情况。我们的主要讨论集中于思科智能

无线电角色分配（FRA）解决方案。

我们确保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没有使用“隐藏命令”或预装硬件或软件组件。简而言之，我

们希望确保我们所看到的，可由作为读者的您亲身体验。我们在测试之前没有对配置执

行写擦除，但是在线提供了配置 https://NSAShow.com/FRA。

为了保持测试的公正性，No Strings Attached Show 的主办方没有因为撰写本白皮书

而获得任何财务补偿。我们的差旅和食宿由思科承担，No Strings Attached Show 收

到了带有 DART 连接器的两个 2802e 无线接入点，以继续进行深度测试。这些费用由

主办方平均分摊。

译注：No Strings Attached Show 是一个关注无线领域的中立组织，旨在为无线市场

提供无偏见的观点



1
简介



测试目标

当今的无线网络设计需要优先考虑到容量，因此通常我们设计时不再单单考虑覆盖。设

计方法的这种转变已经造成了硬件或部分硬件浪费，因为只要您愿意，可以不使用多

余的硬件功能。我们作为架构师在进行设计时，试图引导客户端使用 5GHz 频带，而

不是 2.4GHz 频带。因为频谱容量原因，通常需要关闭 2.4GHz 射频。如果存在一种在

5GHz 无线接入点（AP）中同时使用这两个射频的方法，则会产生怎样的情况呢？对此，

不同的供应商在过去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我们想谈谈思科如何实施他们的解决方案。

思科，随同其 2800 和 3800 系列无线接入点一起，引入了一个称为智能无线电角色分

配（FRA）的功能。FRA 提供了使用 RRM 或静态分配来动态地将 2.4GHz 射频切换到



另一个 5GHz 射频或另一模式（例如监视模式，未来会出现更多模式）的能力。我们编

制本白皮书的宗旨并非是展示 RRM 切换射频模式的能力，或提出如何使用 FRA 构建网

络的设计指南（两者都已经存在）。我们想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最大程度地利

用频谱容量。因为对于射频的工作原理，我们知道存在最大值，但是最大值是多少？通

过测试，我们想要了解，与部署更大的信道宽度或更多的物理射频相比，使用 FRA 解

决方案可以实现何种类型的投资回报率（ROI）。我们的测试结果回答了一些我们甚至

没有打算回答的问题，并强化了我们目前已经作出的一些假设。我们努力确保每个人都

可以自己复制我们白皮书所述的所有情形，以形成自己的结论，但存在一种许多人可能

无法复制的情况——即如我们将在以下讨论中所概述的测试环境。



2
信道简介

讨论 FRA 时，我们需要回顾以下几个关键概念，以确保我们保持一致。 这些概念中最

主要的是频谱概念——更具体地说是频谱内的信道。 我们讨论的空间大致分为两个主要

的频谱，即 2.4GHz 和 5GHz。每个频谱在功能上是相同的，但是就实施和使用而言，



各个频谱之间存在一些关键差别。本人将可利用频谱视作一条 36 车道的道路。从左边

算起（作为车道 1），共有 25 个车道，为“普通汽车”的尺寸大小。车道与平常能够想

见的高速公路一样铺有沥青。车道 26 至 36 是泥土开挖而成的土路，大约与马匹大小

一样狭窄。这些车道是在我们现实世界有问题的车道。当试图将汽车驶入这些车道（我

们中的许多人经常这样做）时，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是，汽车的宽度大于一般马

匹的宽度——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打算用于跑11匹马的道路，我们只能让约3辆汽车行驶。

我们将这个有问题的一组车道称为 2.4GHz。我们可以支持更少的汽车，道路上有岩石

和坑洼，偶尔有人仍然骑着马在路上，而当您将车开到每小时120英里（每小时193公里）

时，更容易失去控制。应该容易设想，这些最多支持 3 辆汽车并排行驶的右侧 11 个车

道，使我们很难驾驶我们崭新的跑车在上面奔驰。以上所述是本白皮书和 FRA 所基于

的关键基础。5GHz 频谱（左边 25 个车道）是铺装路面，车道设计为支持我们的车辆，

通常有遇到较少的障碍物（骑马的人一般不会占用我们的汽车道）。

当购买汽车轮胎时，您可能听说过 Z 级轮胎——分级为“可快速行驶”的轮胎。如果要在

这些泥泞的道路上驾车，轮胎的等级应该匹配所行驶的地方及您所期望的速度。您不会

买一个 Z 级轮胎，装在福特 A 型车上，对吧？相反，您不会开着崭新的 Corvette（或

Viper），试图在那条土路上狂奔！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您就可以清楚地在脑海中

勾画出什么是频谱以及如何使用频谱。

最右边的车道是 2.4GHz 且支持：
只有 3 个非重叠信道用于部署无线接入点（3 车宽）

大量传统设备（您想骑着马去哪儿？）

通常处于失修（所有那些坑洼和岩石）的状态，并使用非 802.11 设备

支持 802.11b（福特 A 型车）

支持 802.11g（1978 年林肯大陆 Mark V）

支持 802.11n（2010 年 Camaro RS V6）



最左边的车道是 5GHz，其支持：
25 个信道——宽 20MHz（1 辆车宽），用于并排驾驶汽车

没有很多传统设备（这些铺装道路需要 Z 级轮胎）

一般处于良好形态（用您所交税进行修缮的道路）

支持 802.11n（2010 年 Camaro SS V8）

支持 802.11ac（2016 年 Corvette）

虽然这个类比在我们开始谈论汽车后不久就开始崩溃，但还有一个概念需要努力弄明白，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当考虑乘客容量时，如果可以获得一辆占用多个车道的汽车，可

以使用一辆可占用 2 车道、4 车道、甚至 8 车道宽的车辆。这些车可以载运两倍的乘

客（每个双倍），或者说是原本可以携带乘客的两倍。这就提出了许多很值得思考的问

题——28 辆“普通”汽车并排（其中三辆行驶在可怕的道路上），25 辆“普通”汽车并排，

12 辆双宽度车辆 + 1 辆普通车，6 辆四宽度汽车 + 1 辆普通车，或者 3 辆车 8 车道宽，

其中哪种情况较好？如果答案是 25 辆普通汽车，我们得出的类比是，汽车是无线接入

点 (AP) 和客户端，车道宽度是频谱，我们是否可以运行 1 个无线接入点来以有效的方

式占用多条车道？伴随上述情况的事实是，在大多数部署中，我们为频谱效率考量，最

好禁用 2.4GHz 射频，最好是无线接入点上 1 个射频打开及 1 个射频关闭，或者我们可

以在 5GHz 中使用那个关闭的射频，这样我们就可能为其提供足够的空间？

如果您是其他国家的人士，您将注意到，本人对于所采用的术语，是专门针对美国而言的。

读者应该理解，不同的国家对其可以使用的信道（车道）数量有不同的限制。这将随着

管制范围的不同而变化，最终取决于您所在国家的频谱分配管理机构。美国的管理机构

是 FCC。他们“拥有”我们正在谈论的频率，但是他们允许我们使用频率来做任何我们想

做的事（在某一整套指导方针范围内）。当 FCC（或您的监管机构）分配一些频谱供您



使用时，您通常需要为此付费。世界上的 AT ＆ T，Verizon 和 Sprint 等公司支付了大

量费用，以便能够在频谱中使用这些空间。我们，作为普通的 Wi-Fi 用户，不必支付任

何费用。我们的监管机构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免执照”频率，同时保留对这些频率的

所有权。应该注意的是，您的监管机构最终拥有您所使用的频率，而不是您拥有 - 无论

您是否拥有或占用某个特定设施。换句话说，除非你有 FCC 的正式豁免，当谈到频率时，

您所拥有的权利与您的用户、您的企业主、大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是一样的 – 您可以做任

何您想做的事，您不可以将您的意志（从频谱角度看）强加于任何其他人。这有助于我

们从管制机构角度划出一条非常清晰的线条（规定明确的限制范围），表明什么人可以

使用频率而什么人不可以。简而言之，我们都可以使用。

当我们讨论频谱效率时，我们指的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有限频谱之效率。效率通常以有执

照频率空间中的每赫兹比特来表示。在这里，我们将讨论以每信道 Mb / sec 的形式对

此予以讨论。与关注每个信道最大数相反，我们专注于在理想情况下可以期望的基线平

均性能，并致力于看一下是否可以实现能够与多种配置下 1 个无线接入点（或射频）对

1 个客户端相比较的频谱效率。在单个无线接入点中运行两个 5GHz 射频是一个挑战，

多家制造商未能成功，所以我们着手确定是否可以获得在每个具有 1 5GHz 射频的 2 个

无线接入点之间的相同性能，就如同可以在单个无线接入点（在单个无线接入点中有 2

个 5GHz 射频（或其他更奇怪的配置！））中可获得的性能一样。



3
频谱容量



我们再次前往位于俄亥俄州利奇菲尔德市的思科射频卓越中心进行这项测试。在过去，

因为进行客户端高密度接入测试，我们已经使用过这一设施，然而这次旅行有所不同。

为编制本白皮书，我们需要一个我们所知的 5GHz 相邻网络尽可能接近的一个空间（设

施）。由于这一设施的性质，思科与其管理他们环境的邻居密切合作，允许我们在测试

期间将网络暂时切换到 5GHz 以外。这使我们能够完全控制频谱，这一点是很难复制的。

为了控制整个频谱，我们混合使用 2800 和 3800 系列无线接入点，在 25 个允许的

5GHz 信道中的每一个信道上设置 1 个无线接入点。无线接入点混合使用并不影响测试，

因为他们都是支持相同最大理论吞吐量的 4×4:3 接入点。尽管我们仅测试了 5GHz，我

们仍然决定我们应以 2.4GHz 为基线并提供一些数据，以强调应推动使用支持 5GHz 设

备的原因。也就是说，2.4GHz 确实还可以提供一些容量，应该在（如）可能的时候予

以使用。

为了利用所有 25 个 5GHz 信道，包括 DFS 信道，我们必须依靠 RRM 而不是静态分配

信道。为了确保测试期间信道没有改变，我们为每个信道创建了无线接入点组和射频

配置文件，根据需要为该组分配单个无线接入点以利用该信道。随着我们进行宽度为

20、40、80 MHz 的信道测试，我们调整射频配置文件的信道宽度和中心信道。您可以

在线查看配置和脚本示例 https://NSAShow.com/FRA。

在我们到达之前，思科已经在以下位置放置了 25 个测试无线接入点，选择这些位置以

满足现有电缆位置和确保物理分离。当我们调整各种测试场景的信道时，我们努力确保

在相邻射频之间尽可能的信道分离，以减少相邻信道干扰（ACI）。在测试期间，我们

通过在射频上使用较低的发射功率设置以及物理分离来尽可能地控制蜂窝边缘。

随着无线接入点位置确定，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找出对于测试的成功测量而言有意义的

东西。我们讨论了多个对单个客户端，并最终确定连接到每个信道的单个客户端是逻辑

上最合理的，其每次迭代将模拟受控测试。



当我们从 20MHz、到 40MHz、再到 80MHz 进行测试时，我们减少了无线接入点和客

户端设备的数量，以减少对客户端的无线信道明确评估的影响。我们决定通过使用 FRA

而不是物理射频来设置我们想要获得的有效性目标百分比。我们的目标是，与物理无线

接入点相比，使用 FRA 获得大约 75％的效率。随着目标设置完成，我们列出了所需要

运行的各种测试场景：

2.4GHz——3 个无线接入点和 3 个客户端

5GHz——25 个无线接入点，25 个客户端（20MHz 信道宽度）

5GHz——13 个无线接入点，13 个客户端（40MHz 信道宽度）

5GHz——7 个无线接入点，7 个客户端（80MHz 信道宽度）

5GHz FRA——13 个无线接入点，25 个客户端（20MHz 信道宽度，一半无线接入点数）

5GHz FRA——7 个无线接入点，14 个客户端（40MHz 信道宽度，一半无线接入点数）

5GHz FRA——4 个无线接入点，8 个客户端（80MHz 信道宽度，一半无线接入点数）



在所有测试中，由于信道宽度工作于 5GHz 的方式，我们获得在信道 165 上工作的

20MHz 射频。

5GHz 20MHz 频谱使用示例

5GHz 40MHz 频谱使用示例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我们以上列出的 7 个场景的测试结果。我们决定将结果分

成上传、下载和双向，比较非 FRA 数据和 FRA 数据。在执行测试时，查看所有信道上

的频谱数据会发现有趣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信道上的 OFDM 特性。

虽然您可能注意到我们的频谱分析仪检测到的一些能量低于其他能量，但是应该予以指

出的是，频谱分析仪处于部署环境的中心位置，无法均匀地侦听到所有的无线接入点。

这就是您会在频谱瀑布视图中看到一些波动的最主要原因。

5GHz 80MHz 频谱使用示例



结果总结

在我们的测试中，我们处理了大量的数据，

得到 3 个简单的数字：98，89，和 77。

这 3 个数字分别代表 20MHz、40MHz 和

80MHz 信道宽度的效率百分比，而每个无

线接入点中有两个 5GHz 射频。我们的目

标效率为 75％，在所有情况下，我们达到

了目标指标。通过使用 FRA，我们能够获

得几乎与部署 25 个物理无线接入点相同

的性能。上面的主图表显示了每个测试场

景的双向 Ixia 传输数据，我们将在以下章

节中进一步详细说明。因为典型事务处理

的性质（数据双向传输），我们选择使用

双向数据作为我们的数据源。当今的网络

由双向事务处理所组成，大多数网络不会

集中在某个特定的方向（传输）。在我们

进行测试时，我们看到了在纯上传与纯下

载之间有一个有趣的显著差异，我们将会

在每个测试章节再次列出。最终我们能够

看到我们的目标实现：FRA 可以是一个有

效的解决方案。每个测试场景的总体吞吐

量列于下列数据表中。以下各章节详细介

绍了数据。



测试场景 下载（Mbps） 上传（Mbps） 双向（Mbps）

2.4GHz 3 AP #1 249 426 361

2.4GHz 3 AP #2 249 441 362

5GHz 25 AP 20 MHz #1 3233 3713 3734

5GHz 25 AP 20 MHz #2 3253 3680 3630

5GHz 13 AP 40 MHz #1 2551 4655 4500

5GHz 13 AP 40 MHz #2 2552 4638 4500

5GHz 7 AP 80 MHz #1 2154 4381 4458

5GHz 7 AP 80 MHz #2 2170 4408 4539

FRA 13 AP 20 MHz #1 3245 3680 3626

FRA 13 AP 20 MHz #2 3240 3686 3613

FRA 7 AP 40 MHz #1 2529 4346 4032

FRA 7 AP 40 MHz #2 2539 4313 4016

FRA 4 AP 80 MHz #1 2056 2842 3466

FRA 4 AP 80 MHz #2 2098 2802 3472

每个测试场景我们确保频谱环境尽可能清洁。



5GHz 总上传吞吐量

我们试图为每个测试场景创建类似的频谱容量。当工作在 20MHz 信道宽度时，这是一

个容易的任务，然而，随着我们朝着更大的信道宽度移动，因为信道绑定分配原因，我

们需要保留单个 20MHz 信道（165）。我们认为，更合理的做法是，将该 20MHz 信

道包含在内而不是予以移除。我们预计吞吐量从 20MHz 到 40MHz 的巨大跳跃，但有

趣的是从 40MHz 到 80Mhz 有所不同。 

每次将信道宽度加倍时，噪声本底增加 3dB，噪声本底的增加使得更难获得更高的

MCS 数据速率，以实现最大理论物理层速度。我们的每个客户端都设置为以最大 MCS

速率运行。我们预计在 80MHz 时仍然看到轻微的增加，而不是我们已经所看到的减少。



5GHz 总下载吞吐量

虽然严格的上传和下载测试远不是现实环境中的实际情况，我们希望确保我们在分配的

时间内测试尽可能多的场景。我们在仅下载测试中看到非常类似的效率数字。从图表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FRA 配置允许我们在 40MHz 下实现几乎 100％的频谱效率，我们实

际上在 20MHz 下达到 100％的效率 - 正如大多数 WLAN 设计人员所告诉您的那样，

您应该使用 FRA，特别是在超高密度部署的场合，例如礼堂和体育场。FRA 在我们的

下载测试中的效率不仅能够满足我们的期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大家都惊讶地发现可

以轻松超过我们的期望。

应该重申的是，我们在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出于比较缘故的基线性能，而不是进行无线接入

点试用和“拉力赛”。我们注意到下行链路页面的性能数据下降，但在我们访问的最后几个

小时，我们在性能测试服务器上发现了一个以太网链路问题。不幸的是，由于时机问题，

我们无法及时重新访问这种情况，但我们认为比较数字仍然是频谱效率的有效指标。



5GHz 总双向吞吐量

因为期望网络 100％上传或下载是不现实的，我们决定运行双向吞吐量测试，并最终使

用该数据作为效率值。双向值更接近我们预期在 5GHz 操作和倍增信道宽度时所看到的

那样。我们总是看到的一个常数是，我们预期看到的从 40MHz 到 80MHz 的好处从来

没有实现。由于客户端支持方面的原因，我们不得不止于 80MHz，如果我们有客户端

能够支持 160MHz，我们肯定会测试，即使 160MHz 在现实世界中应该很少部署。

可以假定我们在无线接入点端口上遇到上行链路限制，是我们已经所看到的 80MHz 性

能的原因。我们在交换机和核心之间以及核心和 Ixia 服务器之间有 10Gb 以太网链路。

对于多个客户端，可能在无线接入点上超过 1Gb 以太网链路，从而迫使对 mGig 的需求，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测试这种情况。



5GHz 3 信道比较

我们认为，当我们测试 5GHz 频谱容量时，对 2.4GHz 进行测试也是有意义的。一旦

我们收集了这个 2.4GHz 测试数据后，就有必要对 5GHz 进行类似的测试，看看在

20MHz 信道宽度工作时，如果我们只有 3 个信道可以利用情况下，5GHz 能否提高吞

吐量。



4
FRA 场景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测试结果数字部分的介绍，再来谈谈如何实施。首先，应该注意的

是，任何 FRA 部署技术都不能替代现场调查。应该始终考虑针对您自己独特的风险和

需求的适当 Wi-Fi 设计。应该予以指出的是，No Strings Attached Show 长期以来的



朋友 Ekahau 支持针对 5GHz 运行的预测性设计和现场勘查设计。在设计 Wi-Fi 网络时，

应始终小心谨慎，不仅了解 FRA 功能，而且还有 RRM 功能，是任何部署成功的关键。

如果您仔细阅读 FRA 部署指南，您会发现围绕优化漫游存在很多逻辑，特别是涉及微 /

宏蜂窝以及客户端如何在整个环境中移动时。在我们的测试中，我们使用这一逻辑获得

了优势，包括鼓励客户端以可预测的方式连接到第二个射频。微 / 宏逻辑仅适用于 “I”

型无线接入点，其中我们具有非常受控的天线模式和可预测的功率电平。简而言之，不

要期望内置型天线无线接入点和外置型天线的无线接入点优化漫游逻辑相同。这与以前

的无线接入点型号有很大不同，之前，如果您使用与无线接入点型号的天线特性匹配的

天线，您可以期望内置型号和外置型号之间的功能等效。当工作于宏 / 微蜂窝功能时，

无线接入点使用快速漫游转换以及探测抑制来将客户端从宏蜂窝漫游到微蜂窝。客户端

将在漫游到微蜂窝之前首先关联到宏蜂窝。而“E”型 AP 没有微蜂窝的概念，而是形成

独立的宏蜂窝。

考虑到这一点，当您选择在您的环境中使用哪些无线接入点时，如果您正在寻找可预测

的宏/微部署功能，例如在传统的地毯办公环境中，请确保您使用内置天线型无线接入点。

这些是专为天花板安装而设计的，外部 / 内部蜂窝——如同心环一样，鼓励距离更近的客

户端在微（内部）蜂窝上集群在一起，在那里，客户端将有更好的机会同样受益于彼此

的存在。请记住，Wi-Fi 是共享介质，所以当您的蜂窝中有缓慢的客户端时，所有客户

端必须等待那一个缓慢客户端完成谈话，然后才能有机会获得通话时间。理论是这样的，

如果您将缓慢客户端与快速客户端分别对待，您可以优化无线接入点的整体性能。当然，

所有这一切都是可调的，所以如果您觉得默认值不适合，您可以调整到心中所希望的值。

当需要部署双 5GHz，但不担心调整漫游超过所达到的范围（当有多个 5GHz 无线接入

点时），请考虑外置天线模式无线接入点。这将为您现有的任何双频天线提供 4 个 RP-

TNC 连接器，以及一个 DART 连接器，您可以将其连接至单独的一组天线，以操作第



二个 5GHz 射频。这种部署将是理想的典型制造 / 仓储环境或在礼堂风格的部署，其中

5GHz 射频密度是支持您特定部署要求的关键。

虽然可以在推荐模式下启用 FRA，但是显然需要注意大量的概念和调整参数，包括无线

接入点组的细微差别、覆盖重叠系数、灵敏度和间隔选项，当然还有对自动更改进行还

原的能力。我们想保留这份白皮书的事实，而不是把之变成配置指南。 我们将在网站

上发布更多资源 https://NSAShow.com/FRA 以包括与如何配置和调整 FRA 的基本要

点相关的其他离线读物。

在测试的后，我们有机会与部分正在运行 FRA 的人士讨论一些真实环境的部署。我们

专注于两个具体的用例，我们认为这些用例代表了一些最常见的场景。

我们有机会从卢克·詹金斯获得一些真实环境的反馈，卢克·詹金斯在一所教育机构中部

署了大型无线网络，大约有 160 个 3802 无线接入点。我们非常了解 FRA 在最佳场景

下受控环境中的表现，但是如果在现实世界中表现不佳，

那么就意味着 FRA 什么都不是。卢克给予我们洞察其部

署的权利，这一部署最初基于 3700 无线接入点而设计。

作为 FRA 的早期采用者，卢克开始于仅使用监视模式（无

线局域网控制器（WLC）仅提供更改建议，但是不进行

实际操作）。这样就给了卢克以受控方式来了解一旦他

将控制权完全地交给 RRM，系统将如何表现 - 他在部署

后不久就这样做了。针对通常在教育行业中常见的密集

部署，卢克非常习惯于禁用 2.4GHz 射频以满足其射频

健康要求。使用 FRA，卢克能够开始利用这些禁用的射

频作为 5GHz 射频，以增加其网络的容量，而无需花费

额外费用。



在我们对卢克的采访中，有几件事情引人注目。当我们讨论他的部署细节时，我挑选

了一些看起来能够突出他总体经验的引言，包括“能够让无线接入点动态打开和关闭双

5GHz 将会节省很多手动操作时间”。当我们讨论到对现有网络进行调整时，网络中多达

1/2 的射频可以禁用，卢克表示，他在“每个楼层查看邻居列表……查看无线接入点的信

道重用……上花费很多时间，通过 FRA 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而且是动态的。



虽然卢克让我们深入了解了典型的 FRA 部署场景，我们也想获得一些关于独特 FRA 部

署场景的反馈。关于这方面，思科让我们与 Brunswick 的弗雷德·莱斯利联系。弗雷德

正在设计一个仓库，但与一般仓库有所不同。他的仓库货架是封闭的货架，造成射频信

号大量衰减。弗雷德回顾了一种设计，这种部署由于成本约束，我们通常不再看到。他

的解决方案涉及利用仓库端墙作为安装高增益定向天线的位置，天线对准仓库中一排排

货架。他们仓库大约有 30 排货架，在非 FRA 设计中，我们将需要购买 30 个无线接入点，

以提供所需的覆盖。对于 Brunswick 来说，他们能够充分利用 FRA 解决方案，因为在

保留传统的 2.4GHz 系统时，他们的部署设计是针对 5GHz 的。Brunswick 提出的解决

方案是利用 3802e AP 上的 DART 连接器。通过使用外置天线型无线接入点和 DART

连接器进行部署，Brunswick 只需要部署一半数量的物理无线接入点。即使考虑到低损

耗射频电缆的成本，这一解决方案仍然

提供了更好的投资回报率。Brunswick

还检视他们的制造工厂，了解如何利用

外置双天线为两种不同的物理区域提

供服务。在制造区域中，物理无线接入

点安装在与其间隔 40 度的两个相对方

向的外置天线之间。在过去，看到这样

做的时候，我们知道肯定会失败，因为

技术上不允许这样使用，凭借 FRA，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部署场景，我们期

望在以后的设计中会更多的看到和利

用。



5
结束语

当我们在 2016 年思科拉斯维加斯展会（Cisco 

Live Las Vegas 2016）上第一次坐下来讨论下

一个测试应该是什么时，提出了许多主题，诸如

mGig 和 2800/3800 容量，但是山姆提出了一个

想法，我们都以为以前没有做过：最大程度利用频

谱。山姆提出了让一个无线接入点工作于所有信道

的想法，看一下频谱真正能够做什么。这构成了本

次测试的基础。我们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们真的可

以做到吗？我们真的可以获得 25 个无线接入点，

并最大程度地利用 5GHz 频谱吗？离开俄亥俄时，

我们感到我们真正最大程度地利用了频谱。我们经

历了许多测试场景，为这三个简单的值收集大量数

据：98％、89％和 77％。

比较 FRA 和非 FRA，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所获得的效率。在为 VAR 进行工作时，我们

在开发阶段很早就听说过产品，有时我们很早就为解决方案提出意见。使用 FRA，似乎

是我们今天面临问题的逻辑解决方案：有效和经济地设计容量。无线接入点具有与其作

为产品相关的成本，而且还有与安装相关的成本，例如安装和布线。当我们与那些愿意



与我们分享他们想法的客户谈话时，所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利用 FRA 可取取得更好的

投资回报率。在 Brunswick 的例子中，即使连接远程天线到 DART 连接器的低损耗布

线的额外成本都低于购买另一个物理无线接入点及禁用 2.4GHz 射频的代价。

在礼堂和演讲空间，要求客户禁用无线接入点的某个射频，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因为

客户购买了具备两个射频的无线接入点）。如果频谱允许，通过 FRA 辅助，切换 2.4GHz

射频到另一个 5GHz 射频以获得额外的容量，这就无需考虑了。我们期望在所有厂商

接下来新推出几款产品型号中能够看到更多的软件控制的射频，思科通过推出了他们的

2800 和 3800 系列无线接入点产品，领先一步。

最后，是什么使思科的双 5Ghz 功能如此独特？这一切都归结为三个主要组件，这三个

组件只有使用定制芯片和设计才有可能。思科明确地投入了大量的工作，从而在 2802i

和 3802i 上的第二组 5GHz 天线之间实现极大的隔离。他们通过在元件之间设置间隔和

天线极化修改来实现这一点，以防止两组天线彼此干扰。上述方法与总是在两个射频之

间产生至少 100MHz 的信道间隔，并且微蜂窝上的功率电平是不可调整的（总是最小的）

RRM 一起，创建了这样情形，其中彼此如此接近的两个射频一起工作不仅在技术上是

可能的，而且它们的表现远远超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布莱克的想法

对本人来说，FRA 解决方案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的所有合作伙伴会议上一直要求的。这个

方案看起来就这么简单，但是其设计和构建是如此复杂。与任何事情一样肯定有一些成

长的痛苦，您需要自己进行测试来验证解决方案确实起作用。本人对于 FRA 的看法，

与本人对于 RRM 的看法是相同的：您需要对其进行调整以构建您所设计的网络。 如果

您只是打开 FRA 而听之任之，您所获得的结果可能是好坏参半。请花一些时间阅读下

像 Jim Florwick 所编写的指南，以确保您了解事物进展。然后，当有 FRA 与您想要的

网络相类似时，使用它。 让 FRA 帮助您确定覆盖重叠因子并更改射频模式，然后予以



锁定，使其不会更改。除非发生无线接入点中断，这些角色真的不应该更改。本人认为

当今没有理由不部署 2800 和 3800 系列无线接入点，并始终建议予以使用，而且使用

时要注意关于正确设计的通常注意事项。

山姆的想法

工作于“免执照”频谱空间总是会面临一些有关容量的有趣挑战——即由于 Wi-Fi 的共享

介质性质。生活在“更多通常意味着更好”的世界中的人们，很难理解还有“射频太多”的

概念。FRA 允许我们在资产及我们所需要的容量之间取得平衡。虽然不是一个新概念，

思科的实施给予我们一种高度灵活，但仍然是自动化的方式，以在我们需要的时间和地

点充分利用我们的频谱容量。双 5GHz 射频是一项优雅的特性，基于负载的自动频率切

换使 RRM 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本人很高兴看到思科围绕射频角色将在未来为我们提供

什么新的东西。 如果您目前还没有利用双 5GHz，您很可能正在以超载 2.4GHz 的方式

浪费宝贵的频谱 ——这是自“我需要无处不在的最快连接”那些日子起无线局域网设计人员

一直在试图实现的东西。在高速公路上有更多汽车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跑得更快。停止

这种做法，采用一种在需要的时间及需要的地方可以提供容量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