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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档提供有关无线站点勘察最常见问题 (FAQ) 的信息。

Q. 何为站点勘察？

A. 射频 (RF) 站点勘察是部署无线网络的第一步，也是确保所需操作最重要的步骤。站点勘察是一
项按任务流程，勘察员通过此流程学习设备，了解射频 (RF) 行为，确定射频 (RF) 覆盖范围，检查
射频 (RF) 干扰并确定无线设备的适当安置。

Q. 为何需要进行无线站点勘察？

A. 无线网络中可能会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会妨碍射频 (RF) 信号到达设备的所有零部件。射频
(RF) 问题示例包括多路失真、隐藏节点问题和远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您需要找到出现这些问
题的区域。站点勘察可帮助您执行此项操作。站点勘察帮助确定特定设备的射频 (RF) 覆盖范围。它
帮助我们发现可能出现多路失真的区域以及射频 (RF) 干扰较大的区域，并找到排除此类问题的解决
方案。用于确定设备中射频 (RF) 覆盖范围的站点勘察还可帮助选择企业为满足其业务需求所需的无
线设备数量。

Q. 适当站点勘察需要满足哪些设计限制？

A. 执行站点勘察时需要注意的四个主要设计要求是：

高可用性1.
可扩展性2.
可管理性3.
互通性4.

Q. 无线站点勘察的结果如何？

A. 适当的站点勘察提供有关满足覆盖范围、干扰源、设备安置、电源考虑事项和配线要求的详细信
息。站点勘察文档用作网络设计以及安装和验证无线通信基础架构的指导。

Q. 完成站点勘察需要哪些基础设备？

A. 完成站点勘察所需的几个基础设备和实用程序包括：

无线接入点1.



无线客户端卡2.
笔记本电脑或 PDA3.
各种天线（这取决于公司的要求）4.
站点勘察实用程序软件5.

Q. 执行站点勘察需要哪些步骤？

A. 为获得最佳结果，需要专业的安装程序。以下是要执行的步骤：

获取设备图，以识别潜在的射频 (RF) 障碍。1.
肉眼检查设备，查找潜在障碍或传播 RF 信号并识别金属架。2.
识别用户常用的区域和用户不使用的区域。3.
确定初步的接入点 (AP) 位置。这些位置包括电源和有线网络接入、信元覆盖范围和重叠、信
道选择以及安装位置和天线。

4.

执行实际勘察，验证 AP 位置。确保勘察和生产使用的 AP 为同一型号。进行勘察时，请根据
需要重新定位 AP 并重新测试。

5.

记录勘察结果。记录位置、信号读数记录以及外部边界的数据传输速率。6.

Q. 何为美国国家电器制造商协会 (NEMA) 外壳？

A. 有时，接入点 (AP) 位于极其潮湿、温差变化大或者沙尘较大的区域。这些 AP 可能需要安装在
密封的外壳中。NEMA 有针对这些外壳的评估体系，通常称为 NEMA 外壳。

Q. Aironet 客户端实用程序 (ACU) 站点勘察工具有哪些功能？

A. ACU 站点勘察工具可帮助您进行站点勘察。该工具在射频 (RF) 级别运行，并用于确定网络基础
设备的最佳安置和覆盖范围（重叠）。从客户端适配器读取网络的当前状态并每秒显示四次，以便
您能准确测量网络性能。您收到的反馈可帮助您消除低射频 (RF) 信号电平区域，低射频 (RF) 信号
电平可能导致客户端适配器与其相关接入点（或其他基础设备）之间的连接断开。

Q. 可在哪两个模式中使用 Aironet 客户端实用程序 (ACU) 站点勘察工具？

A. ACU 站点勘察有两种操作模式。

被动模式●

主动模式●

在被动模式下，工具不会为了了解射频 (RF) 行为而初始化任何射频 (RF) 流量。相反，它将监听客
户端适配器听到的流量并显示结果。请参阅使用被动模式获取有关如何在被动模式下使用 ACU 站
点勘察工具的详细信息。

在主动模式下，客户端适配器主动向/从相应的接入点发送/接收低电平射频 (RF) 数据包并提供成功
率相关信息。还可让您设置可控制站点勘察执行方式的参数（例如数据传输速率）。请参阅使用主
动模式获取有关如何在主动模式下使用 ACU 站点勘察工具的详细信息。

Q. Aironet 客户端实用程序 (ACU) 上链路状态仪表 (LSM) 实用程序有何用作？

A. LSM 实用程序用于确定客户端适配器与其相关接入点 (AP) 之间的射频 (RF) 链路性能。LSM 的
相关信息可用于确定射频 (RF) 网络中 AP 的最佳数量和安置。使用 LSM 评估各个位置的射频 (RF)
链路，可避开弱性能区域并消除客户端适配器与 AP 之间断开连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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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使用 Aironet 客户端实用程序 (ACU) 站点勘察工具执行站点勘察时要遵循哪些指
导原则？

A. 当您使用 ACU 站点勘察工具时，请遵守以下指导原则：

在射频 (RF) 链路与所有其他系统一起工作且噪声源可操作时，进行站点勘察。1.
完全从移动站点进行站点勘察。2.
采用主动模式时，请先将所有变量设置为可操作值，再执行站点勘察。3.

Q. 是否存在可与 Aironet 桌面实用程序 (ADU) 一起使用的站点勘察工具？我使用的
是 CB21AG 无线网卡并且不能在 ADU 中看到站点勘察工具？

A. 站点勘察工具可用于 ADU 2.0 及以上版本。老版本的 ADU 不提供站点勘察工具。检查您的
ADU 版本。如果您使用的是老版本 ADU，请将 ADU 升级为最新版本。客户端适配器固件和实用程
序的最新版本可在无线下载（仅限注册用户）页面中找到。

Q. 我从 Cisco.com 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Aironet 桌面实用程序 (ADU)。但是我不能在
ADU 中找到站点勘察工具？

A. 仅当您在安装客户端适配器软件期间选中 Install Site Survey Utility 才会安装站点勘察工具。如果
您没有选中并想要使用站点勘察工具，则卸载客户端适配器软件并重新安装，同时确保选中 Install
Site Survey Utility。

Q. 可在何处找到详细说明如何使用 Aironet 客户端桌面程序 (ADU) 和 Aironet 客户端
实用程序 (ACU) 上可用站点勘察工具的文档？

A. 请参阅 Cisco Aironet 802.11a/b/g 无线局域网客户端适配器（CB21AG 和 PI21AG）安装和配
置指南的执行站点勘察部分，使用 Aironet 桌面实用程序 (ADU) 站点勘察工具。

请参阅适用于 Windows 的 Cisco Aironet 340、350 和 CB20A 无线局域网客户端适配器安装和配置
指南的执行站点勘察部分，使用 Aironet 客户端实用程序 (ACU) 站点勘察工具。

Q. 是否可以使用 Cisco Aironet 1131 和 1242 接入点执行站点勘察，然后利用结果部
署 Airespace 无线解决方案？

A. 可以，只要执行了适当的站点勘察并且生成有效的无线解决方案就可以。这种情况下，您可以使
用所有站点勘察工具。

Q. 是否可以使用 Aironet 客户端实用程序 (ACU) 和 Aironet 桌面实用程序 (ADU) 站
点勘察工具执行全面的站点勘察？

A. 与 Aironet 客户端实用程序 (ACU) 和 Aironet 桌面实用程序 (ADU) 一起提供的站点勘察工具仅能
够协助站点勘察。不要使用这些工具进行全面的站点勘察。站点勘察应通过专业的安装程序进行
，并且还应有许多用于执行专业站点勘察的其他工具。ACU/ADU 站点勘察工具并不能取代专业的
站点勘察工程师。

Q. 是否可以使用 802.11b 客户端卡对 802.11g 接入点执行站点勘察？

//tools.cisco.com/support/downloads/go/Redirect.x?mdfid=278875243
//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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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802.11b 无线电可用于与 802.11g 无线电一起执行站点勘察。但是，请使用 802.11g 卡执行站点
勘察，以便能够针对 802.11g 无线电进行更全面的站点勘察。

Q. 我必须在我们的办公室安装 Cisco Aironet 1242 接入点 (AP)。是否可以使用 AP
1232 进行站点勘察？

A. Cisco 建议使用相同的 AP 进行站点勘察和安装。这是因为两个 AP 的范围不同。如果您执行站
点勘察和安装的 AP 类型不同，则范围也不同。请参阅 Cisco Aironet 1230AG 系列 802.11A/B/G
接入点数据表和 Cisco Aironet 1240AG 系列 802.11A/B/G 接入点数据表获取详细信息。

Q. 我需要测量 Aironet 1210 接入点的覆盖范围并想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的 Aironet 桌
面实用程序 (ADU) 站点勘察工具。但是，在我找到目标接入点的覆盖范围边缘前
，我无法阻止笔记本电脑漫游到其他接入点。是否存在可阻止笔记本电脑从目标接入
点漫游，以便我找到确切覆盖范围的方法？我在 ADU 中设置了“AP 优先”，这样做是
否并不能阻止漫游？

A. 在目标接入点 (AP) 和客户端创建测试 SSID。此 SSID 不应存在于无线网络的其他 AP 上。使用
此 SSID，可测量确切的覆盖范围。因为除了您用于测量覆盖范围的 AP 外，测试 SSID 不会存在于
任何其他 AP 上，所以客户端不会漫游到其他 AP。一旦您使用测试 SSID 完成此操作，您就可以将
其禁用并激活生产 SSID。

Q. 无线局域网 (WLAN) 中存在基于语音的应用程序时站点勘察过程是否发生变化？

A. 将语音引入主无线数据网络后，需要更改站点勘察的方法。勘察相同站点的无线语音覆盖范围比
仅勘察数据覆盖范围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时间。语音勘察要求规划覆盖范围和容量。当谈及信元重叠
、射频 (RF) 噪声和数据包延迟时，与无线语音相比，无线数据更不易被中断。请参阅成功进行
VoIP 勘察的建议获取有关如何执行基于 WLAN 的语音站点勘察的详细信息。

Q. Cisco 建议执行何种不同类型的语音站点勘察？

A. 有两种类型的无线局域网 (WLAN) IP 语音 (VoIP) 勘察：

使用无线 IP 电话 (WIPT) 听筒执行的勘察●

模拟 WIPT 操作的勘察●

请参阅执行 WIPT 勘察获取有关执行无线局域网 VoIP 站点勘察的详细信息。

Q. 执行站点勘察时，必须查找哪些可能射频 (RF) 干扰源？

A. WLAN 干扰可能由微波炉、2.4 GHz 无绳电话、蓝牙设备或其他在 2.4 GHz 频段操作的电子设备
产生。干扰通常还来自 WLAN 中的其他接入点 (AP) 和客户端设备，但是只要距离足够远，他们的
信号就会被削弱或被破坏。不属于网络基础架构一部分的 AP 也会产生 WLAN 干扰，并被称为恶意
AP。进行站点勘察时，必须识别并排除这些设备。

Q. 我有无线局域网解决方案引擎 (WLSE)。我是否可以使用此功能执行站点勘察？

A. 可以使用 WLSE 并采用辅助站点勘察工具和自动重新定址勘察工具进行站点勘察。请参阅使用
位置管理器辅助站点勘察向导获取有关如何使用辅助站点勘察工具进行站点勘察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了解自动重新定址勘察获取有关如何使用自动重新定址勘察工具的信息。

//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wireless/ps5678/ps6108/product_data_sheet0900aecd801b9068.html
//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wireless/ps5678/ps6108/product_data_sheet0900aecd801b9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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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technology/7920/site_survey/guide/survovr.html#wp103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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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是否需要在无线局域网解决方案引擎 (WLSE) 上配置无线域服务 (WDS)，以便执
行站点勘察？

A. 需要，仅 WDS 成员可以使用 WLSE 进行站点勘察。对于 WLSE 的所有无线电管理功能，要求
WDS 可操作。这包括无线电覆盖范围和恶意检测。请参阅设置 WDS 获取有关如何设置 WDS 的信
息。

Q. 什么是信道利用？

A. 信道利用是时间信道不可用或使用。给的AP不能有客户端附加，最小传输时间和最低的接收时间
(有重大的信道利用)。信道由在同一个信道的每个AP共享我们的和相邻的网络。它可能由非wi-fi干
扰也举起。

Q. 针对不同环境的建议或最低信噪比有哪些？

A. 此表列出语音和数据信元的最低信噪比值。

关于SNR的详细信息， RSSI和EIRP，参考SNR、RSSI、EIRP和空闲空间路径损失 。

Q. 我使用 Cisco a/b/g wi-fi 卡 (CB21AG)，并且该卡使用最新的驱动程序。我使用
Aironet 站点勘察实用程序。在接入点 (AP) 扫描列表选项卡下，我看到几个没有网络
名称（例如 SSID）但有 AP 名称的 AP。何为 AP 名称信息？为什么能看到 AP 名称
，却看不到 SSID？这种情况出现在安全且为 802.11b 的几个 AP 上。是否仅当使用
Aironet 扩展名时才发送此信息？

A. AP 名称是 AP 的主机名。仅当在 AP 上启用 Aironet 扩展时，它才会显示在站点勘察输出中。仅
当启用客户模式 SSID 或在 AP 中选择信标选项广播 SSID 时，AP 的 SSID（网络名）才会显示在
可用网络列表中。

Q. Pico Cell Mode 功能是什么意思，它是如何优化无线局域网环境性能的？

A. Pico 信元是天线提供的无线供应小范围，允许安装密集型高带宽部署，例如证券交易所。Pico
信元无线配置要求特定请求方在 Pico 信元环境下正确运行。不支持现货笔记本电脑请求方。如果附
近有许多 AP，则此 Pico 信元模式将优化小无线信元的控制器。

注意： 未咨询销售团队，请不要尝试在您的 WLAN 中配置 Pico 信元功能。不支持非标准安装。

请参阅 Pico 信元功能获取详细信息。

Q. 何为信噪比 (SNR)？

A. SNR 是电机工程概念，定义为传输介质中特定传输信号与背景噪声的比。广泛用于无线环境中
，并且通常等于信号和背景噪声的功率比。

SNR = P（信号）/P（噪声）

信噪比 (SNR) 通常用分贝对数标度表示。以分贝为单位，信噪比 (SNR) 是以 10 为底振幅比对数的
20 倍，也是功率比对数的 10 倍。

//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wlse/2.12/user/guide/deploywz.html#wp1948672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docs/DOC-12954
//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4.0/configuration/guide/c40ovrv.html#wp1070189


Q. 应使用无线电资源管理 (RRM) 类似于动态信道分配 (DCA) 和传输功率控制 (TPC)
的动态控制功能，还是应使用站点勘察提供的静态值？如果我在带动态方法 (RRM)
的无线上使用 VoIP，是否会发生问题？

A. 通常，RRM 更注重功率电平而非信道选择。部署了所有 AP 后，RRM 几乎不会更改接入点 (AP)
的信道。但是，它会对相邻的干扰做出反应，并在需要时转动所有信号。

对于电源，如果您的电话（例如 7920）支持动态电源管理 (DTPC)，它就比较好。DTPC 自动处理
电源和信道问题。

最初的勘察对于获取所需足够密度至关重要，但此后将由控制器执行上述工作。唯一可能的例外是
在户外，由于部门天线覆盖范围的性质，其倾向于做手工电源。请参阅 RRM 获取详细信息。

Q. 我计划在 Cisco 统一无线网络中部署 Cisco 7920 IP 电话。是否存在用于部署此
IP 电话型号的任何最佳实践或要求指导，以便获得最佳性能？

A. 以下是在 Cisco 统一无线网络中部署 7920 IP 电话的几项重要要求。

电话必须至少运行软件版本 3.01。●

控制器必须至少运行 3.2.116 或以上版本。●

Dot11-phone compat 和 CAC 限制在 WLAN 中必须处于“ON”状态。●

如果提供 7921 电话，则必须在控制器设置下禁用 ARP 单播。●

必须在控制器设置下禁用积极的负载平衡状态。●

必须在 WLAN 下针对 NOT required 设置 DHCP 地址分配。●

如果控制器标记数据包，则 Cisco 交换机会要求将本地 VLAN 转换为 VLAN 1。●

如果语音客户端的语音 VLAN 需要 WMM 而不需要 Cisco 无线 IP 电话 7920，则必须将 WMM
设置为“允许”。否则，它就会被禁用。

●

必须将 WLAN QOS 设置为白金服务。●

如果 Cisco 统一无线的 WLC 多于一个，则移动性必须处于“ON”状态。●

如果 Cisco 统一无线的 WLC 多于一个，则 RF 域名必须处于“ON”状态。●

禁用速率低于 11M；11M 必须是基本/强制速率，并且“支持”其他值（更大值)。●

如果将 EAP-FAST 与 WLC 一起使用，则 802.1x 超时为 2 秒。此时间对于 7920 下载和处理
PAC 来说远远不够。可以使用如下命令增加超时时间：config advanced eap request-timeout
20 。

●

“控制器”选项卡下的 Peer-to-Peer blocking 必须处于 OFF 状态，默认情况下为 off。●

RSSI >35、QBSS <45 电话范围内的非重叠信道上必须至少有 2 个 AP。●

RSSI >35、QBSS <45 电话范围内的重叠信道上必须至少有 1 个 AP。●

这些值以如下形式显示在 7920 中的 Network > Site survey 下：信道、RSSI、信道利用率。●

信元覆盖范围中不得有超过 15-20% 的重叠。●

AP 必须按如下方式安置，即每 AP 的呼叫不超过 10 次。●

请参阅 Cisco 统一无线 IP 电话 7921G 部署指南了解有关在 Cisco 统一无线网络中部署 7921G 电
话的前提条件和最佳实践。

相关信息

无线电资源管理●

执行站点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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