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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最近 No Strings Attached Sh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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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邀请到思科俄亥俄州

里奇菲尔德的真实部署环境实验室里，以

此来了解和测试一些创新的技术。其中一

个是关注在极端高密度无线网络的部署

上，正如你可能在体育场等环境遇到的情

况。这项技术允许修改无线接入点的默认

阈值，超过此阈值时无线接入点才开始确

认无线客户端传输来的帧起始包。 
 
我们确保测试的过程中没有使用隐藏的

命令，也没有预处理的软硬件组件。简而

言之，我们想明确一点，我们能看到的，

读者也能看到同样的。在测试时源代码会

向公众开放，并且里奇菲尔德的热心人士

在开始前做了一份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的

配置清单，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整地记录由

始至终的所有配置信息。在我们的测试代

码里，这些命令只能通过命令行界面使用，

但 8.0 版本的代码将支持图形化用户界面。 
 
为了维护测试的公正性，No Strings 
Attached Show 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署名

赞助。我们的差旅费和膳宿费由思科提供，

并且 No Strings Attached Show 收到了 4 个

2702 网络接入点（两个内置天线信号和两

个外置天线型号）以便今后深入测试使用。



2.免责声明 
 

 

该配置选项必须认真谨慎使用，滥用可能会导致无线网络实施中的服务性能

的问题。仅可在了解网络覆盖和使用需求并且结合解决特定问题的成熟的设

计方案时使用。请勿尝试使用 RX-SOP 修复错误的设计和实施，或者将其用

于没有进行合适的场地勘察的实施。 
 
No Strings Attached Show 强调关于谨慎使用该特性的重要性。如果基于本文

档的建议对设置值做出修改导致出现问题，应立即撤销这些更改。不要给技

术支持打电话期望得到解答，尤其是在您尚未对您期望用该特性去做的事情

有深入的了解前。 
 
让我们继续学习了解 RX-SOP，然后看看我们看到的结果。



3.什么是 RX-SOP? 
 

 

为了清楚地了解 RX-SOP，您先要了解同信

道干扰和空闲信道评估的基础知识。

NSA(No Strings Attached)强烈推荐用CWAP
学习手册来完全理解无线网络数据包结

构的细节，但我们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如

你所知，无线网络是基于冲突避免的载波

侦听多路访问(CSMA/CA)的技术，这意味

着我们需要载波侦听来监听传输介质是

否有传输，需要空闲信道评估(CCA)和网络

分配向量(NAV)来监测信道的能量，以便判

断出传输介质是否处于空闲可用状态。这

是一个避免冲突的延时发送功能，但是每

个接收者也能自己设置一个阈值，当能量

超过该阈值时才去对数据包解码。这个阈

值就是包起始(SOP - Start of Packet)。 
 
这种对无线接入点如何接收起始包进行

的修改被叫做 RX-SOP。这是空闲信道评估

的一项典型功能，但是这个新特性让我们

从中脱离出来，并且可以人为地创建通信

边界，来缓解目前无处不在的极高密度接

入环境中同信道多路通信产生的干扰问

题。这项技术能够减弱无线接入点对干扰

和噪音的信号敏感度，有效降低信道占用

率。这意味着如果你有好的信道分离方案，

能够最小化通信干扰问题，那么这个选项

对你来说是没有价值的。该选项用于在同

一个信道中同时传播两个以上信号的情

况。 
 
请注意 RX-SOP 配置选项仅在 AP1600, 
AP2600, AP2700, AP3500, AP3600, AP3700
和 AP1550 平台上可用。 

 

 

 

 

 

 

 

 

 

 

 

 

 

 

 

 

 

 

 

 

 

 

 

 

 

 

 

 

 

 

 

 

 

 

 

 



4.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RX-SOP 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正如我

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问题归结为近年来越

来越常见的同信道干扰问题。当无线网络

从覆盖率模型演变成高密度模型，我们需

要更聪明的方案来对待信道和频率复用。

这个问题在大型场地如体育场馆和会议

室尤其显得重要。 
 
拿下面这个无线接入点的布置理念举例，

我们在一个矩形房间里安装了 4 个无线接

入点，假设房间里没有墙，是开放空间，

如果我们运行在 2.4GHz 下，只有 3 个信道

可用：1,6 和 11，在某个时间点上会出现

信道复用与重叠，然后会发生同信道干扰。

如果无线接入点监测信道上的能量，那么

它需要等待而不是直接为客户端服务，这

就是共享介质的工作原理。 
 
现在我们来看看自由空间上使用同一信

道的两个无线接入点的路径损耗指数。当

两个无线接入点与两个不同的客户端通

信时，客户端 1 与 AP1 通信能得到期望的

信号强度和信噪比，而客户端 2 则不能，

它很可能受到同信道干扰，得不到解码需

要的信噪比。 
 
 
 
 
 
 
 
 
 

 
 
 
 
 
 
 
 
 
 
 
 
 
 
 
 
 
 
 
 

 
通过允许网络设计师调整 RX-SOP 值，能

将同信道干扰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替代了

之前将无线接入点关机然后调整信道的

方式。如果我们设置无线接入点不解包信

号强度小于-80dBm 的包，这种信号将不

会受到理睬，就像不是传输到这个无线接

入点上一样。 
 



从 CCA（空闲信道评估）和 SOP（包起始）

与吞吐量的关系图来看可以分成三个区

域，这三个区域代表了不同 RX-SOP 配置

的预计吞吐量。 
 
 
 
 
 
 
 

 

1.共享限制区（Sharing Limited Region）- 同一信道的设备和信道外的设备在覆盖蜂窝内

竞争  
 

2.信噪比限制区（SINR Limited Region）-达到最大吞吐量的区域，因为此时设备不再共

享信道，吞吐量只被约定信息速率影响。 

 
3.关闭区（Cut Off Region）-客户端开始被从无线接入点断开连接的区域，这是由于设

置了过高的 RX-SOP。 
 

 

 

 

 

 

 

 

 

 

 

 

 

 

 



5.如何设置及测试 RX-SOP 

 

在 7.6MR2 版本中 RX-SOP 只能在 CLI 命令上配置，不能用图形用户界面配置。RX-SOP
可以在每个频率上配置并启用，这样允许我们在 2.4GHz 上开启此功能而 5GHz 上不开

启。RX-SOP 可以配置的增量范围是-100 到-60，或者 0 表示禁用。这里没有最佳实践部

署建议的设置值可以提供，但在我们测试过程中发现改变 1 个增量值就会大大影响数

据传输，下列命令可以用来开启 RX-SOP: 
config 802.11a rx-sop threshold <value> 
config 802.11b rx-sop threshold <value> 

 
如果您只想在特定的区域生效？或许你

会只想在高客户端密度的听众席或会议

区而不是普通的办公区生效。RX-SOP 还可

以通过射频配置文件来配置。首先新建一

个射频配置文件，然后运行下面的命令： 
 
config rf-profile rx-sop threshold <value> 
 
现在你可以通过这个射频配置文件相应

地限制 RX-SOP 的影响。 
 
但是，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在使用

RX-SOP 的命令很容易的同时，我们该用什

么选项值呢？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修改 RX-SOP 默认值时最有挑战性的地方

之一就是选择从何处开始。配置值的范围

从“自动”到“100dBm 到 60dBm”。记

住，当你设置一个值时，你就为信息通道

设置了一个清晰的边界，这有效阻断了一

些信号而让另一些包顺利到达。除了盲目

地从 82 个不同的设置值里寻找最佳值，

你还可以通过评估两个无线接入点共享

同一信道时能在多大程度上互不干扰来

得到一个合理的优化初始值。最有效率的

途径是确定你的网络环境里具有代表性

的受到同信道冲突影响的两个无线接入

点。无需重新部署它们，把其中一个无线

接入点转换到工作组桥模式，然后把它连



接到目标无线接入点上，用上面的命令选

择特定的射频借口。在 CLI 上输入下面的

命令： 
 

show dot11 assoc <mac> 
 
查看输出的信号强度，如果你做好修改

RX-SOP 默认值的准备了，可以用这个值作

为一个好的起始值。 
 
如果在你的部署环境中使用工作组桥模

式的无线接入点不现实，那么你可以用无

线控制器配置分析模块（WLCCA）分析接

收功率值来大略估计应该使用高、中还是

低的配置值。改变 RX-SOP 值后你也可以

用 WLCCA 来比较更改之前和之后的运行

状态。配置 RX-SOP 将会出现信道占用率

的显著下降，以及周围射频邻居的显著减

少。 
 
从无线控制器 8.0 版本起，系统加入了比

CLI 更简化的配置 RX-SOP 的方法。不过同

样需要小心使用并且需要知道用这些命

令仍然有风险存在。 

 
通过 GUI 管理 RX-SOP 时有 4 个预设的等

级可供选择。这些值代表了在不同部署中

使用的安全值。上表是 8.0 版本的默认值。 
 

 
 
 
 
 
 
 
 
 
 
 
 
 
 
 
 
 
 
 
 
 
 
 
 
 
 
 
 
 
 
 
 
 
 



8.0 版本中有两种方法开启 RX-SOP：全局

开启和通过 RF 配置文件开启。为所有无

线接入点全局地开启 RX-SOP 可以在无线

网控制器的 GUI 界面上打开 Wireless -> 
Advanced 界面，在这里可以选择一个配置

文件对所有无线接入点生效，这样来全局

地开启 RX-SOP。 
 

若想通过设置 RF 配置文件的阈值开启

RX-SOP 请导航到 Wireless -> RF-Profiles 界
面，然后选择 RF 配置。 



 

6.它有作用吗？ 
 

既然我们已经解释了什么是 RX-SOP，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如何配置它，现在我们需要

回答它是否真的有效果。在我们的测试场景中开启 RX-SOP，然后进行多次反复的测试，

那么究竟有没有看到改善呢？展示 RX-SOP 最简单的测试是把工作在同一信道上的两个

无线接入点布置到适当距离的位置上，如下图所示，AP1 和 AP2 安装在天花板上，客

户端 1 和客户端 2 位于与他们相连的 AP 附近，每个 AP 都运行在同样的信道和功率上。 
 

为了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开启 RX-SOP 之前每个无线接入点上客户端的吞吐

量图。 

 



如图中你所看到的，蓝色客户端挤占红色客户端，蓝色客户端几乎占用了整个信道。

如果开启 RX-SOP 并把默认值改为-85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请见下图： 

 
为什么现在每个客户端在吞吐量上相当接近了呢？通过为无线接入点开启 RX-SOP，网

络试图为每个客户端提供正常的使用体验，使每个客户端有相似的体验。为了找到最

佳设置值，我们反复改变 RX-SOP 的阈值试图让网络运行到最佳状态。有一个非常重要

的地方需要牢记，正如我们在免责声明里提到的，我们不能确保测试过程中不会出现

不利因素。 
 
作为例子我们设置 RX-SOP 的值为-60，这是一个极低的值在现实中不会使用。 

 
虽然结果仍然比不开启 RX-SOP 要好，但仍然可以看出红色客户端占据了大部分信道，

运行得比蓝色客户端好。 
 

 



7.总结 
 

这项 RX-SOP 测试的结论是，这项技术是

一个在体育场馆等高密度环境中非常有

效的调整机制。通过正确地设置这个值可

以将不尽人意的终端用户体验转变为成

功的部署。调整过程的关键是用声誉好的

测试工具比如 Ixia Chariot 反复做测试，找

到实现信道性能的最佳方法。即同时收集

两个信道的汇聚吞吐量，然后修改 RX-SOP
阈值并重新测量吞吐量。这是用经验证明

你的努力有成效的唯一可靠的办法。 
 
需要反复强调是这些命令是技术含量很

高的，并不是可以轻松使用的，如果你还

没完全弄懂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影响，那就

不要使用它。 
 

Sam 的看法 
 

思科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看起来非常复杂

的配置选项的强大功能。应该非常小心谨

慎地使用 RX-SOP 配置，如果你正在面临

高密度网络部署，了解并使用这个功能是

很有必要的，它能帮助你确保无线网络的

吞吐量达到最高。 
 
Blake 的看法 
 
现在高密度网络设计是随处可见的，而且

有时候某个地点你可能不会想到会变成

高密度接入。成功的部署需要良好的调整，

RX-SOP 无疑为工具箱提供了另一个让网

络设计正常工作的工具。但这需要反复的

调整并需要使用前对它有深入的了解。 



 

8.附录 A-控制器配置 
config license boot base  

config sysname NSA-Show  

config 802.11a cac voice sip bandwidth 64 sample-interval 20  

config 802.11a cac voice sip codec g711 sample-interval 20  

config 802.11a rate disabled 6  

config 802.11a rate disabled 9  

config 802.11a cleanair alarm device enable 802.11-nonstd  

config 802.11a cleanair alarm device enable 802.11-inv  

config 802.11a cleanair alarm device enable jammer  

config 802.11a cleanair enable  

config 802.11a rx-sop threshold 65456  

config advanced probe limit 2 500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36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40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44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48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52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56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60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64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149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153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157 

config advanced 802.11a channel add 161  

config advanced probe-limit 2 500  

config advanced 802.11b channel add 1  

config advanced 802.11b channel add 6  

config advanced 802.11b channel add 11  

config country US  

config switchconfig strong-pwd lockout attempts mgmtuser 3  

config switchconfig strong-pwd lockout time mgmtuser 5  

config interface port management 1  

config interface address management 192.168.0.10 255.255.255.0 192.168.0.1  

config interface dhcp management primary 192.168.0.1  



config interface vlan management 111  

config interface dhcp service-port enable  

config interface address virtual 1.1.1.1  

config interface port clients 1  

config interface nasid Cisco_db:97:a4 clients  

config interface address dynamic-interface clients 192.168.1.10 255.255.255.0 192.168.1.1  

config interface create clients 100  

config interface dhcp dynamic-interface clients primary 192.168.1.1  

config interface vlan clients 100  

config sessions timeout 160  

config flow add monitor Prime-Mon record ipv4_client_app_flow_record  

config flow add monitor Prime-Mon exporter Prime  

config flow create monitor Prime-Mon  

config flow create exporter Prime 192.168.0.11 port 9991  

config wlan session-timeout 1 0  

config wlan exclusionlist 1 60  

config wlan broadcast-ssid enable 1  

config wlan session-timeout 2 1800  

config wlan exclusionlist 2 60  

config wlan broadcast-ssid enable 2 

config wlan interface 1 clients  

config wlan interface 2 clients  

config wlan mfp client enable 1  

config wlan create 1 Wink Wink  

config wlan avc 1 visibility enable  

config wlan flow 1 monitor Prime-Mon enable  

config wlan nasid Cisco_db:97:a4 1  

config wlan wmm allow 1  

config wlan mfp client enable 2  

config wlan create 2 Wink24 Wink24  

config wlan avc 2 visibility enable  

config wlan flow 2 monitor Prime-Mon enable  

config wlan nasid Cisco_db:97:a4 2  

config wlan wmm allow 2  

config wlan security wpa akm psk set-key hex encrypt 1 9e1f48207e75219ac19f130c886b7bca  

31eb52d0bb8cc48a5fa52af01d8b51cc8e525e60 48  



fce252e016512a8113036e560c3ee9a153c3a531837bc4e4d1031fcd642f39659961459fcb9621f19b56cd59f1e 

cdfe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 1  

config wlan security wpa akm psk enable 1  

config wlan security wpa akm 802.1x disable 1  

config wlan security wpa enable 1  

config wlan security web-auth server-precedence 1 local radius ldap  

config wlan security wapi akm psk set-key hex encrypt 1 9e1f48207e75219ac19f130c886b7bca  

31eb52d0bb8cc48a5fa52af01d8b51cc8e525e60 48  

fce252e016512a8113036e560c3ee9a153c3a531837bc4e4d1031fcd642f39659961459fcb9621f19b56cd59f1e 

cdfe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 1  

config wlan security wpa akm psk set-key hex encrypt 1 29cb0b71659e970a9d47395262baecfd  

3a1794711c02bd68c81ce34e7fb13e601e78dcdf 48  

32c706bf9f2d45c739fee741def608181f6ab58678378740eb22a9b06cd372f6d66b3bf2c1a9ea5c6e143e4299e 

bd42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 2  

config wlan security wpa akm psk enable 2  

config wlan security wpa akm 802.1x disable 2  

config wlan security wpa enable 2  

config wlan security web-auth server-precedence 2 local radius ldap 

config wlan security wapi akm psk set-key hex encrypt 1 29cb0b71659e970a9d47395262baecfd  

3a1794711c02bd68c81ce34e7fb13e601e78dcdf 48  

32c706bf9f2d45c739fee741def608181f6ab58678378740eb22a9b06cd372f6d66b3bf2c1a9ea5c6e143e4299e 

bd42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 2 

config wlan radio 1 802.11a-only  

config wlan radio 1 802.11a  

config wlan radio 2 802.11bg  

config wlan enable 1  

config wlan enable 2  

config mobility group domain nsa-show  



config certificate generate webadmin  

config network telnet enable  

config network rf-network-name nsa-show  

config network multicast l2mcast disable service-port  

config network multicast l2mcast disable virtual  

config mdns profile service add default-mdns-profile AirPrint  

config mdns profile service add default-mdns-profile AirTunes  

config mdns profile service add default-mdns-profile AppleTV  

config mdns profile service add default-mdns-profile HP_Photosmart_Printer_1  

config mdns profile service add default-mdns-profile HP_Photosmart_Printer_2  

config mdns profile service add default-mdns-profile Printer  

config mdns profile create default-mdns-profile  

config mdns service origin all AirPrint  

config mdns service query enable AirPrint  

config mdns service create AirPrint _ipp._tcp.local. origin all lss disable query enable  

config mdns service origin all AirTunes  

config mdns service query enable AirTunes  

config mdns service create AirTunes _raop._tcp.local. origin all lss disable query enable  

config mdns service origin all AppleTV  

config mdns service query enable AppleTV  

config mdns service create AppleTV _airplay._tcp.local. origin all lss disable query enable  

config mdns service origin all HP_Photosmart_Printer_1 

config mdns service query enable HP_Photosmart_Printer_1  

config mdns service create HP_Photosmart_Printer_1 _universal._sub._ipp._tcp.local. origin all lss disable  

query enable  

config mdns service origin all HP_Photosmart_Printer_2  

config mdns service query enable HP_Photosmart_Printer_2  

config mdns service create HP_Photosmart_Printer_2 _cups._sub._ipp._tcp.local. origin all lss disable query  

enable  

config mdns service origin all Printer  

config mdns service query enable Printer  

config mdns service create Printer _printer._tcp.local. origin all lss disable query enable  

config database size 2048  

config 802.11b 11gsupport enable  

config 802.11b cac voice sip bandwidth 64 sample-interval 20  

config 802.11b cac voice sip codec g711 sample-interval 20  



config 802.11b rate disabled 1  

config 802.11b rate disabled 2  

config 802.11b rate disabled 5.5  

config 802.11b rate disabled 11  

config 802.11b rate disabled 6  

config 802.11b rate disabled 9  

config 802.11b rate mandatory 12  

config 802.11b cleanair alarm device enable 802.11-inv  

config 802.11b cleanair alarm device enable 802.11-nonstd  

config 802.11b cleanair alarm device enable jammer  

config 802.11b cleanair enable  

config 802.11b disable network  

config ap packet-dump capture-time 10  

config ap packet-dump truncate 0  

config ap packet-dump buffer-size 2048  

config ap mgmtuser add encrypt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1 a37c9d4ff7554ad6c6fb217ee7760730  

805121865dee2464feb68a9df0f9309cc772747e 16  

2f293fb6c380fa7c6fb7b4ad6b998eb7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  

2431243339567324696b5678736446435a3361596a4662334852466244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secret encrypt  

2431246f375962246f6854746d3946456b38766672644b66476c4b36462f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all  

config mgmtuser add encrypt admin 1 97cd7eb70f940524d28939ac6f87cba5  

e302d18d5f543dd7facf5c07c0fc1d671c203558 16  

8ce72f0842c440f148a4a48dae3504d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ad-write  

transfer download serverip 10.91.54.132  

transfer download path ./  

transfer download filename NSA-Controller-Config-RXSOP-80.txt  

transfer upload datatype config  

transfer upload serverip 10.91.54.132  

transfer upload path ./  

transfer upload filename NSA-Controller-Config-RXSOP-80.t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