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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助力

实现行业领先性能

   白皮书

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推出数项创新功能，实现了行业领先的性能。本白

皮书阐述了这些创新功能为何重要以及思科如何实现这些创新功能。

市场和技术概述

随着支持802.11n三空间流设备的上市以及 iPad 和其它单、双空间流设备的持续增长，最大限度地提高所有设备的性能

日益重要，否则将会导致所有设备的网络速度变慢和应用性能降低。

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能够为所有这些客户端设备提供一流的性能，支持最优网络性能和投资保护，以便

企业能够有效利用网络允许的任意设备，而不管其具有几个空间流。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能够提供一流性能的原因如下：

•  业界首创企业级四收发 802.11n 多输入多输出 (MIMO) 设计 (4x4:3)

•  采用了能够兼容所有 802.11n 客户端的思科 ClientLink 2.0 波束成形技术

•  采用了思科 CleanAir 技术来管理频谱，避免干扰

这些技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为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数年之前开始上市的第一代 802.11n 设备支持的最高数

据速率为 300 Mbps。该数据速率通过在40 MHz 的信道上运行两个空间流实现，即每个空间流利用 20 MHz 的频谱

传输 75 Mbps 的数据。计算公式为 75 Mbps x 2 空间流 x 2 信道 = 300 Mbps。注意，为了能够双向支持两个空间

流，链路的两端（无线接入点和客户端）至少需要两个 MIMO 收发机。

最近，市场上出现了新一代 802.11 n 设备。这些设备能够支持多达三个空间流。这意味着理论上现在可实现的最高数

据速率为 75 Mbps x 3 空间流 x 2 信道 = 450 Mbps。为了双向实现最高数据速率，链路的两端（客户端和无线网络基

础设施）均需支持三个空间流。这反过来要求两端必须至少拥有三个 MIMO 收发机。

最高速度固然重要，但同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实现最高速度的频率。数据表明要达到 450 Mbps 的最高数据速率并不容

易，需要进行认真的设计，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白皮书的后面部分讨论。现在需要记住的是：在链路的两端使用 3x3:3 架构

（三个收发机、三个空间流）的当前解决方案很少能够在实际应用中实现 450 Mpbs 的高速率连接，在很短的距离内便

会产生明显的性能下降。在实际场景中，并不是所有客户端与无线接入点都相距在 10 英尺以内。因此要提供支持三个空

间流工作所需的可靠性，需要在链路的一端再增加一个收发机。放置第四个收发机的合理位置应当是在无线接入点之

上，因为相比电池供电的客户端而言，无线接入点具有更大的体积和功耗来增加第四个收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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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无线接入点上的第四个收发机能够产生额外的链路余量并随之可转化为更高的性能。正如本白皮书将要论述的那

样，在上行链路方向（客户端到无线接入点），增加接收机能够带来 MIMO 均衡增益。这意味着 450 Mbps 的数据速率

可在两倍于现有解决方案距离的范围（30 英尺而非 15 英尺）实现。

在下行链路方向，通过增加发射机可允许对客户端进行波束成形。思科称为 ClientLink 2.0 的波束成形方案能够兼容所

有 802.11 n 客户端，即支持标准波束成形的客户端和不支持标准波束成形的客户端。该方案还允许对支持三个、两个甚

至单个空间流的客户端进行波束成形。

因此，相比仅能提供良好峰值数据速率的 3x3:3 架构，4x4:3 架构的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能够同时提供高峰值数据

速率和实际应用场景支持。当然，构建 4x4:3 解决方案需要自定义芯片集和其它工程，因此需要以客户为导向的厂商（如

思科）来提供此解决方案。

要实现实际应用的优势，三空间流设备必须能够支持典型企业部署要求的覆盖范围。要做到这一点，您必须使用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竞争厂商的产品设计仅能在距离无线接入点15 英尺或更小的范围内提供 450 Mbps 

的数据速率。由于无线接入点通常安装在天花板上，15 英尺的距离并不能覆盖 15 英尺的占地空间范围。考虑到信号

必须从天花板传输到客户端设备的典型高度，因此当前设计的最高速率覆盖范围为无线接入点附近 12 英尺的距离。借

助思科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在 450 Mbps 的速率下，三个空间流的可用范围达到 30 英尺。范围的翻番使得 450 

Mbps 速率的覆盖范围提升了 5 倍。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的特性还能够为较旧版本的 802.11n 客户端实现出色的性能。最高速率覆盖范围的增加对于单

流客户端而言相当于 Y 轴，而对双流客户端而言却相当于 Z 轴。这些优势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客户端都支持三空间流需

要较长时间，而智能手机类客户端只会停留在支持一个空间流。

详细细节：上行链路

虽然从理论上讲，使用三个 MIMO 接收机处理 3 个空间流已经足够了，但问题是，这样不具备冗余性，无法针对信道衰

退或任何不可避免的硬件减损情况提供有效保护，这将产生覆盖范围较小或者非常不稳定等问题。为此，思科弃用了依

赖于单纯空间复用的产品，通过添加第四个接收机实现了混合空间复用和信号多样性。

思科的解决方案类似于 GPS 定位：要确定 GPS 接收机的经度和纬度，需要三个 GPS 卫星的信号。要实现出色的定位

精度，需要超过三个 GPS 卫星。而即使入门级的 GPS 产品也能跟踪 12 个或更多的卫星。

添加第四个接收机以支持三个空间数据流可通过冗余增益和分集增益带来出色优势。

冗余增益

附加天线捕获到的信号能够提供冗余增益。正如在线性代数中，第四个接收机在只有 3 个未知值的情况下，可提供四个

等式。多出的等式能够在处理传输信号时提供额外的自由空间。单独使用时，冗余增益可将覆盖范围扩大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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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集增益

分集增益更加重要。随着信道不断衰退，单个天线可能出现深度衰退现象，导致该天线接收到的信号级别极低。对

于采用三个空间数据流的架构，至少需要三个强信号才能够成功处理三个数据流——如果其中一个信号出现深度衰

退，MIMO 检测便会失败。相比之下，通过采用 4x4 MIMO，即使一个天线出现深度衰退，仍剩余三个强信号可用于处理

三个数据流。在实际实施中，来自所有四个天线的信号均根据质量经过仔细加权，确保质量更高的信号能够得到更好的

利用。4x4 MIMO 在衰退的信道中具备明显提升的性能，这主要归功于其在有助于提高性能的混合空间复用和有助于提

高稳定性的分集增益之间的平衡。

技术术语 MIMO 均衡描述了第四个接收机的使用方式。MIMO 均衡是一种充分利用接收信号的综合手段，不管该信号

在发射时是采用波束成形、空时分组编码、空间扩展还是未经改进。对 MIMO 均衡而言，拥有的接收链越多越好，一个

额外的接收链将能够带来最大的增益，并减少递减趋势。相应地，3x3 无线接入点对于接收两个空间流是合理选择，对

于接收三个空间流却不是。

图 1 显示了上行链路方向不同范围的速率，为此优势提供了证据。从蓝色曲线可以看出，采用 3x3:3 客户端向 3x3:3 无

线接入点发送信号时，仅在距无线接入点较短距离处才能实现 450 Mbps 的速率。

另一方面，通过在无线接入点（即黑色曲线）添加第四个接收天线，可在 30 英尺之外的地方实现 450 Mbps 的速率，而

第三个空间流在 40 英尺之外的地方意义就不大了。在典型的企业部署中，这一表现与无线接入点的覆盖范围完美吻合。

图 1 上行链路物理层数据速率（重试后）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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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Gain 
Diversity gain is more important. Due the channel fading, one antenna may see a deep fade, resulting in a very 
low signal level received on that antenna. For three spatial data streams, one needs a minimum of three strong 
signals so that three data streams can be resolved; if just one of them experiences deep fading, the MIMO 
detection will fail. By comparison, with 4x4 MIMO, if even one antenna experiences a deep fade, there are still 
three good signals from which three data streams can be resolved. In actual implementations, the signals from all 
four antennas are carefully weighted according to quality, ensuring that the signals with better quality are better 
utilized. 4x4 MIMO has markedly better performance in fading channels due to its balanced hybrid of spatial 
multiplexing for speed and diversity gain for robustness. 

The technical term for the way the fourth receiver gets used is MIMO equalization. MIMO equalization is the 
comprehensive means to make best use of the received signal, whether it be transmit beamformed, space-time 
block-coded, spatially expanded, or unimproved. For MIMO equalization, having more receive chains helps the 
most, with the biggest gain coming from one extra receive chain, and diminishing returns thereafter. Accordingly, a 
3x3 access point is a reasonable choice for receiving two spatial streams, but not for three spatial streams. 

The proof of the benefit can be seen in Figure 1, which shows rate at different ranges in the uplink direction. From 
the blue curve, you can see that with a 3x3:3 client sending to a 3x3:3 access point, 450 Mbps can only be 
achieved only at short distances from the access point. 

On the other hand, by adding a fourth receive antenna at the access point (that is, the black curve), 450 Mbps 
becomes usable out to 30 feet, and the third spatial stream adds value all the way out to 40 feet. This behavior is 
well matched to the coverage range of access points in typical enterprise deployments. 

Figure 1.   Uplink PHY Data Rate (After Retries) Versus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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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细节：下行链路

为了在下行链路方向（通过第四个发射机）获得并行优势，思科推出了能够充分利用四个 MIMO 发射链的解决方案 

ClientLink 2.0。它将波束成形与空间复用结合起来，以便提高下行流量的速度和可靠性。即使在客户端使用比天线数量

更少的空间流来发射帧时，ClientLink 2.0 也能利用其正在申请专利的高级算法来提供完全的波束成形增益，而不管客

户端是否能够支持波束成形。此外，思科无线接入点经过了充分的设计，能够避免依赖客户端获得协助校准的情况。不

过，如果客户端能够提供协助，ClientLink 2.0 也能随时利用它。

考虑客户端仅限于三个收发机且尝试接收三个空间流的情况。检测非常复杂，且对较差的信号质量十分敏感，因此来自

无线接入点的任何帮助都非常受欢迎。如图 2 所示，通过使用自己的四个发射链，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

能够自由地形成三个空间波束（其中每个波束传输一个数据流），并将这些波束定向到客户端的所有接收链。这些经过

波束成形的信号能够在收发机处进行叠加，以抵消信道衰退的影响。

图 2 第四个收发机经过波束成形的信号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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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Link 2.0 可实现双倍的优势。首先，即使当数据流数量不足四个时，仍使用所有四个发射链。这样能够增加传输功

率，进而实现信号级别的增益。其次，每个数据流均由所有四条发射链集中发送，可实现显著的分集增益（即使一个或两

个天线处于深度衰退状态，也不会导致某条数据流彻底被擦除）。

如图 3 所示，对于该范围实现的数据速率而言，改善十分明显，这也与该范围内每种速率的可靠性密切相关。假设在一

个典型的企业环境中，典型的企业范围为 30 英尺，则 4x4:3 架构的运行速率为 420 Mbps，而 3x3:3 架构的运行速率

不会超过 300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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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下行链路物理层数据速率（重试后）与三个接收链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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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表明增益来自额外的发射链。平均而言，传统的 3x3:3 无线接入点（“3x3:3 -> 3x3:3（直接）”或“3x3:3 -> 

3x3:3（空间扩展）” – 分别为红色或绿色的曲线）仅能够在视线范围 12 英尺的范围（水平距离仅为 9 英尺）内实现 

450 Mbps 的数据速率，而采用发射波束成形的 4x4:3 无线接入点（“4x4:3 -> 3x3:3（波束成形）”，黑色曲线）却能

够在远到 25 英尺（水平距离 24 英尺）的范围内提供 450 Mbps 的数据速率。我们发现在有完善的信号处理和射频专

业知识的支持下，仅增加一个冗余链就能带来大幅性能提升。图 3 假设数据包的探测和传输之间存在 20 毫秒的延迟。

有关性能图表的几项重要说明

•  由于无线设备和 Wi-Fi 设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图 2 和 图 3 综合运用了行业标准假设和思科经验，显示了 

802.11 n 信道模型 D 的典型结果：802.11 n 损害（比较乐观）；15-dBm 的发射功率（对于采用无线资源管理 R 

的企业无线接入点比较合理）；2-dBi 的无线接入点天线增益；6-dB 的噪声级别，以及思科测量的路径损耗模型

（比 802.11n 路径损耗模型更准确）。

•  图 2 和图 3 显示了平均数据速率。在特定距离下，某些客户端能够获得高于平均值的数据速率，而其它许多客户

端则只能获得低于平均值的数据速率。同时，扣除 MAC 开销后，吞吐量通常更低，大约为引用的物理层数据速率

的 70%。

•  X 轴的距离指的是视线距离。因此，当无线接入点安装在离客户端 8 英尺高的天花板时，x 轴上 10 英尺的距离仅

相当于 6 英尺的水平范围。换言之，采用三个接收天线时，450 Mbps 的数据速率的效用很低。此外，视线距离与

水平距离大致相同：例如，30 英尺的视线距离相当于 29 英尺的水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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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3x3:3 架构只能最高能提供 450 Mbps的峰值速率，仅此而已。为了能在实用的范围内实现此峰值速率，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提供了只有像思科这样的大型厂商才能提供的更高级别的设计和定制芯片。在上行链路，四个接

收天线和一个优化的 MIMO 均衡器将 450 Mbps 的范围扩展到 25 英尺，并且将 300 Mbps 的范围保持在 40 英尺。

甚至在更远的范围，也能通过增加分集使数据速率远远超过 3x3:3 设计。在下行链路，实现 450 Mbps 的数据速率遇

到的阻碍更大，必须增加一个发射链。但是，如果要在重要范围内提供更高的速率，还必须增加客户端无关式波束成形，

如 ClientLink 或 ClientLink 2.0。

附录 1：MIMO 与相关性能增强技术入门

802.11 n 的最新修正案推出了一套新特性，后者显著扩大了无线局域网 (WLAN) 的范围，提高了可靠性和吞吐量。在这

些新特性中，最为突出的要数丰富的多输入多输出 (MIMO) 技术，后者支持同时发送多个数据流（请参见图 4）。

图 4  MIMO 系统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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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O 是一种灵活的技术，可用于不同方式。一个极端是单纯的发射机和/或接收机分集，另一个极端是单纯的空间复

用。介于两种极端之中的是同时提供分集和空间复用的混合模式。

在单纯的发射机/接收机分集模式下，相同的数据流使用多个天线来发射和接收。由于相同的数据作为多个副本发射和

接收，因此信号中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发射机/接收机分集的优势有助于增强链路的稳定性。

在单纯空间复用模式下，相同带宽上同时发射和接收多个数据流。各数据流之间的数据各不相同。在相同的频谱带宽和

相同的时间段内，数据吞吐量可提高 N 倍，这里 N 代表数据流的数量。因此，空间复用的优势有助于提高数据吞吐量。

混合 MIMO 模式兼具以上增强分集和空间复用两种模式的优势，可有效提高链路的稳定性和数据吞吐量。只要收发机

的数量多于数据流的数量，就有可能采用混合模式。例如，您可以在两台 4x4 MIMO 设备之间发射和接收两个数据流。

然而，对于发射机分集模式和混合模式而言，要获取最大优势需要厂商突破常规。发射波束成形是继空时分组编码 

(STBC) 和空间扩展之后的一种尖端技术。下面就让我们依次讨论一下这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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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波束成形

如果采用多个发射天线来发送相同数据的多个副本，在通过无线信道之后，该数据的多个副本在到达接收天线时会发

生不同程度的衰减和具有不同的相位。（请将相位视作一种数字标志，如 +1 或 -1，并同时允许灰色阴影）。这是因为数

据的每一个副本均由不同的天线发射，并在横穿其路径到达接收天线时受到不同墙体和设备的反射。如果到达某一位

置存在两条衰减相等的路径，但是其中一条路径与另外一条路径的相位相反，那么这两条路径会互相抵消。如果您正在

尽力接收该位置的信号，这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这个难题促使人们寻找对策。如果已知每个数据流的相位，则可通过预先补偿发射天线的相位，可使数据的多个副本在

到达接收天线时具有相同的相位。与相互抵消的情形相反，这两条路径会建设性地互相结合。这种预先补偿相位以便数

据的多个副本在到达接收天线时具有相同相位的方法称为发射波束成形。

发射波束成形允许数据的多个副本在到达接收天线时具有相同的相位，因此可进行叠加以实现最高效果，发射波束成

形能够显著提高接收端获得的信号质量。发射波束成形并不只是被动地接收它处理的无线链路，而且还对其进行更改

和改善。

发射波束成形必须知道有关发射链与接收链之间的相位的信息（以及通常的衰减），即信道信息。此信息可通过三种方

法获得，其中两种方法依赖于基于 802.11 n 修正案的客户端应用支持，另外一种兼容任意客户端：

标准波束成形

标准波束成形分为两种：显式波束成形和隐式波束成形。

在显式波束成形下，有关无线信道的信息由接收机反馈给发射机。为了让接收机能够测量无线信道，发射机首先由接收

机向所有发射天线发送一个探测包。接收机检查所有接收天线的探测包，从中抽取出无线信道信息，然后将该信息发送

回给发射机。

显式波束成形是 802.11n 中定义的一种可选模式，需要客户端（接收机）的支持。信道探测包会消耗一些开销。然而，显

式波束成形仍能提供有关整个信道（包括所有发射链和所有接收链）的最为准确的信息。因此如果可用，此技术应当使

用得当。

隐式波束成形并不需要发送探测包。相反，信道信息可通过利用 Wi-Fi 系统特有的信道对称性或互易性获得。无线接入

点的发射和接收链共享同一套天线，因此当无线接入点收到来自客户端的上行链路信号时，无线接入点会从客户端的发

射链到无线接入点的接收链中提取出信道信息。此外，由于信道的互易性，相同的信道信息也适用于下行链路发射波束

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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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隐式波束成形增强了这些能力，能够解决两大问题。首先，当 MIMO 客户端使用其所有天线发射信号时，隐式波束

成形最简单。不过，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当该客户端使用较少的天线发射信号时，无线接入点将无法充分测量无线信道，

从而无法最大限度地提高波束成形增益。其次，隐式波束成形要求设备的发射硬件和接收硬件相配。具体实施中，这一点

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在制造时实现；借助现场内部校准实现；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客户端的无线协助。鉴于这些原

因，802.11n 针对以下几种场景定义了几种可选的硬件模式：

•  客户端能够在冗余的发射链发送探测包信息，即使这些发射链没有用于发送实际数据。这种模式（如果支持）的开

销非常低。

•  客户端能够协助无线接入点进行校准。

思科 ClientLink 和 ClientLink 2.0 波束成形

802.11 a/g 客户端无法支持标准波束成形，不管是显式波束成形还是隐式波束成形。许多 802.11 n 客户端也无法支持

标准波束成形。因此，对于希望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的厂商而言，提供能与任意客户端兼容的波束成形模式至关重要。思科 

ClientLink 和 ClientLink 2.0 波束成形能够支持此目标。

ClientLink 用于优化单天线客户端或使用单个空间流的客户端。无线接入点可在客户端发射信号（哪怕只是一个数据包）

的任意时刻测量无线信道，然后使用该信道信息最大限度地增强返回到客户端的数据。对于多天线客户端，厂商必须使

用创新技术，如 ClientLink 2.0。

ClientLink 和 ClientLink 2.0 能够提供较高的增益，并与所有 802.11 a/g/n 客户端（包括不支持标准波束成形的 

802.11n 客户端）兼容，且不会增加系统开销。

空时分组编码

在这种基本模式下，相同的数据通过多个发射链的多个数据流发送，而仅通过一个（有时为多个）接收链接收。尽管多个

数据流中的数据是相同的，但可通过巧妙的安排（如在天线或时间中交换或更改信号等）使每个数据流与其它数据流不

同。这些转变增加了出色的时间多样性，而不会给波束成形带来挑战，也不会实现最大增益：空时分组编码 (STBC) 仅能

够充分利用分配给它的无线信道。

STBC 用于为不能进行发射波束成形的产品提高链路可靠性/稳定性。STBC 需要无线接入点和客户端的硬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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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扩展

空间扩展是另一种混合模式。在该模式下，包含不同数据的数据流的数量少于发射链的数量。在常见实施中，一些数据流

采用空间复用，一些数据流采用分集方案（即来自多个发射天线的单个数据流）。空间扩展一方面不及发射波束成形目的

明确，另一方面不及空时分组编码功能强大。而且，空间扩展提供的吞吐量增益最少，提供的链路稳定性改善也最少。

MIMO 均衡

接收端使用的技术非常少，仅包括 MIMO 均衡。MIMO 均衡是一种充分利用接收信号的综合手段，不管该信号在发射时

是采用波束成形、空时分组编码、空间扩展还是未经改进。对 MIMO 均衡而言，拥有的接收链越多越好，一个额外的接收

链将能够带来最大的增益，并减少递减趋势。相应地，3x3:3 无线接入点是接收两个空间流的不二之选。2x3:2 无线接入

点也是如此，因为它能够提供同等数量的接收天线因而具有相同的增益。

附录 2：不同条件下的下行波束成形

图 5  下行链路物理层数据速率（重试后）与一个接收链的覆盖范围

包含一个接收链的下行链路

距离（英尺）

重
试

后
物
理

层
数
据

速
率

 (M
bp

s)

(波束成形)

(波束成形)

(波束成形)

(空间扩展)

(空间扩展)

(空间扩展)

(直接)



第 10 /11页© 2011 思科和/或其关联公司。保留所有权利。本文档属思科公共信息。

图 6  下行链路物理层数据速率（重试后）与两个接收链的范围

图 7  下行链路物理层数据速率（重试后）与三个接收链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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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上行链路物理层数据速率（重试后）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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