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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高密 WiFi 之终端占用空口资源的计算方法

无线通信的世界，干扰是不受欢迎的东西，干扰永远是无

线通信领域中的不速之客。它导致噪声、手机通话中断、通信

受到干扰。虽然越来越多的网络内置了干扰检测功能，但通常

效果不大。

为解决干扰这个棘手问

题，最有效的方案是使用频

谱分析仪，用以测量和识别

干扰源。识别和检测微弱的

干扰信号。不管干扰信号多

么难以捉摸，实时频谱分析

仪都能胜任。

 

搜寻干扰频率
在搜寻干扰时，第一个挑战是确定是否可以测量干扰信

号。一般来说，受扰接收机很容易确定，这也是第一个要查看

的地方。挑战在于，无线接收机要能检测到非常小的信号。因

此，频谱分析仪必须设置成接近模拟受扰接收机的灵敏度，

才能“看到”接收机“看到”的东西。例如，普通LTE接收

机的灵敏度约为-120dBm。也就是说，接收机通道上任何大

于-120dBm的射频污染都会影响接收机的操作。

频谱分析仪有两种控制功能可以调节灵敏度：基准电平

(RefLvl)和解析带宽(RBW)。挑战在于，在“空中”(OTA)进

行测量时，基准电平必需保持得相当高(-30dBm)，这样在测量

所有RF能量时，频谱分析仪才不会过载。

在大多数频谱分析仪中，RBW控制功能会根据用户配置的

频宽自动设置。在OTA测量中，应降低RBW值，以查看可能影

响受扰接收机的小信号。这种组合导致大多数电池供电的频谱

分析仪的扫描速率非常低，即其不可能看到导致干扰的小的间

歇性瞬态信号。

实时频谱分析仪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能够使用RBW较窄的

滤波器测量频谱，速度要快于基本扫频分析仪。图1显示了LTE

信号在空中传送(OTA)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频宽被设置

成40 MHz，默认RBW为300 kHz。注意很难确定画面中心的

辐射。如果有一个窄带(< 300 kHz)干扰源，这种设置几乎不可

能看得到干扰。 

图1：LTE信号OTA结果实例 

图2：采用1kHz RBW滤波器的实时频谱分析仪提高了查看LTE信号的能力

图2是使用1kHz RBW滤波器的相同设置。在这种情况

下，LTE通道和有效扫描时间很明显仅提高到40 ms。这是使

用实时频谱分析仪(RTSA)测量无线通道干扰的首要好处之一。

这类仪器原本十分昂贵，而且必须固定在桌面上使用，但现在

市场上已经有一款电池供电、基于USB的经济型实时频谱分析

仪，使RTS成为搜寻干扰的实用选择。 

 

测量干扰的频率
传统上，工程师使用频谱分析仪器提供的各种跟踪模式，

分析关心的RF信号的特点，常见的有峰值保持模式、平均模式

和最小值保持模式。即使采用这些跟踪模式，工程师仍很难确

定信号的发生频次，或确定信号是否与相同频宽中其他信号有

什么关联。 

RTSA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具有余辉效应的快速

频谱显示器。记住，在实时频谱分析仪中，对最大实时频宽以

下的任何频宽，仪器都不会进行扫描，意味着它能够每秒测量

数万次频谱。但频谱不能显示得那么快。为解决这个问题，需

要开发了配有余辉显示器的频谱分析仪，如图3所示。

 图3：实时频谱分析仪显示器显示的信息量要远远超过传统显示器

余辉显示器(或数字荧光显示器)会逐点追踪能量被测量的频

率。像素颜色表示信号存在的频次。在温度定标中，红色表示

信号经常出现，蓝色则表示信号不经常出现。快速频谱测量与

余辉相结合，可以更简便地识别偶发事件。 

在使用实时显示时，应注意选择RBW滤波器。与普通频

谱显示一样，RBW滤波器的选择大大影响着频谱测量的速度。

RTSA的主要指标之一是侦听概率(POI)。这个指标决定着仪

器保证能检测到的最短信号时长。选择窄RBW会改变测量的

POI，这是要知道的一个重要因素。

 

显示全部信号信息
与基本频谱显示器相比，尽管余辉显示器可以获得多得多的

信息，但它并不能显示全部信号信息。在现代无线通信中，许多

协议采用了某种形式的空闲通道评估。从本质上看，这些无线电

能够确定通道忙碌程度，只在没有其他信号使用这个频率时才传

送信号。即使快速

余辉显示器也不能

显示两个信号之间

的关系。为确定信

号的时序，我们必

需使用三维频谱图

功能，如图4所示，

绘制频谱数据随时

间变化情况，确定

信号活动的频次。

三维频谱图是一种瀑布式显示画面，绘制频谱相对于时间的

活动情况。在普通频谱显示画面中，开始频率在左，结束频率在

右。时间是Y轴，颜色表示信号幅度：红色表示最高幅度，黑色

表示最低幅度。三维频谱图由余辉显示器中峰值检测到的数据组

成，累积的频谱数据量由用户确定。 通过这些控制功能，可以记

录长期数据(几个小时)，然后导出和共享结果。这特别适合存在

很难处理的干扰问题，且需要长时间监测频谱的情况。在处理互

调制问题时，三维频谱图可以帮助确定基本组合元素。

 面对干扰挑战，实时频谱分析仪有妙用！

这个解决方案实现光伏微型逆变器无线联网监控

2017年4月国家电网正式发布上线国网分布式光伏云网，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2020年全国分布式光伏

发电装机规模要突破6000万千瓦，并进一步加强分布式光伏与

互联网等云平台的融合。一直以来，分布式光伏与互联网+怎样

做到相结合，分布式光伏的发展与光伏补贴等政策如何真正落

地实施是业界关注的话题。

为全面贯彻落实《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

导意见》的要求，国家电网公司不断加大互联网与主营业务融

合的深度与广度，以国网商城（PC端）和电e宝（移动端）为

依托，建设国网分布式光伏云网，通过“互联网+光伏”方式，

构建开放共享的分布式光伏能源互联网生态体系。

围绕解决分布式光伏产业痛点、难点，光伏云网推出四大

特色服务：

（1） 实时监控，光伏云平台可实现每日、月上网电量电费

及设备运行状况的在线查询和监测。

（2）补贴垫付，国网电商公司通过引进金融产品先期垫付

光伏补贴，有效解决政府光伏补贴资金发放滞后的痛点。

（3） 一站式服务，光伏云平台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和整

体解决方案，包括具有国网特色的在线报装申请及并网进度查

询，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线贯通。

（4）金融服务，光伏云平台对接众多金融机构（银行、信托、

保险等），为客户提供分布式光伏收益权质押、保理、上网电费理

财、财产险等金融服务，切实解决客户资金短缺、融资难等问题。

针对分布式光伏的云连接解决方案
WM6232/WM2232是ZLG 致远电子针对分布式光伏行业

推出的一款光伏逆变器无线数据采集模块，模块通过采集记录

逆变器的工作状态和发电情况从而对光伏发电系统进行长期有

效的监控，并通过Wi-Fi/GPRS 将数据传输到服务平台，以便

用户随时随地查询。系列产品不仅支持透明传输等标准通信模

式，我们还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软件功能接口，用户可根据自

身产品需求，快速定义如逆变器交互

协议等个性化功能，非常适用于分布

式光伏等设备的无线联网监控。

双天线设计，穿墙性能和环境适用能力大幅提升
Wi-Fi 模块专门针对独栋别墅的

应用环境，采用双天线设计， 天线的

匹配均经过严格的测试验证，信号质

量得到极致的优化， 有效加强信号的

强度及穿透力，模块视距通信距离超

过100m，针对不同环境的适用能力

也得到明显提高，有效减少信号死角!

同时支持AP&Station 模式
Wi-F i   模块不仅支持常用的

AP、Stat ion 工作模式，且支持

AP&Station 两种模式同时工作，模

块在接入到路由器的同时，也可以

作为热点允许其他设备连接，例如在工作的同时可方便手机、

ipad、笔记本等接入进行无线配置。

四路TCP链接，支持多用

户同时管理
模块支持同时建立4路TCP链

接，实现多个管理中心同时管理监

控一个设备。

支持快速二次开发
该系列产品基于ZLG 致远电子

AWorks 平台软件架构设计，内部

集成了稳定的无线通信协议，并且

全系列产品采用统一的API 接口，

用户可以针对自己的应用，在该基础上进行快速的二次开发，无

论使用Wi-Fi、GPRS 还是以后的LoRa、NB-IoT 产品，用户只

需实现一套应用即可适用于该系列的所有产品。

安全加密，用户数据多重

保护
在通信过程中不仅需考虑数

据的稳定传输，做到不错、不乱、

不丢，还需保证用户数据的安全保

密，模块采用DES/3DES数据加密

规范，保证用户数据安全。

支持远程升级维护
光伏逆变器的交互协议在必要

时需要及时升级更新，采集模块不

仅本身支持远程升级，还可通过采

集模块为逆变器的程序进行升级维

护，大幅提高了产品的可维护性。

IP65 防水防尘设计
分布式光伏逆变器产品在安装

时，可能由于场地受限而安装于户

外，因此，本系列模块外壳均采用

IP65 等级防水设计（模块安装后），

可适用于户外环境，避免雨水、尘埃

和烈日对通信模块造成损害。

实例现场
针对分布式光伏系统（屋顶光

伏系统），我们对Wi-Fi/GPRS 模块

的天线进行了特殊的改良和优化，并

且集成了久经市场验证的无线协议驱

动，重点解决了行业内普遍存在Wi-

Fi/GPRS 连接时断时续或有连接但

无数据的问题，极大幅度地降低了运

维成本，且在信号强化方面，Wi-Fi 

模块视距通信距离超过100m，可覆

盖绝大多数的别墅户型。

←规格参数

↓产品选型

高密度WI-FI终

端使用的场所，共享

空口资源的终端越多，

每台终端所占用的空口

资源便会越少，从而影

响整体的吞吐量。那

么到底在Wi-Fi网络环

境如何计算终端占用

空口资源呢？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

假如一个房间只有1台 AP而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连线 (请

看下图)。

笔记本电脑的最

大的 TCP/IP 传输速

率为220Mbps。由

于没有其他设备连接 

AP, 该台笔记本电脑

可以独占 100% 的空

口资源。因此，要达

到220Mbps的TCP/

IP传输速率应该没有

问题。

现在我们再有一

台 iPad 连接该 AP。

iPad的   TCP /

I P   的 传输速率为

70Mbps。现在由于

有2台终端设备连接

上AP, 因此每台终端

设备需要共享空口资

源 (各占50%)。这样

一来，原先的TCP/IP的传输速率会减半-笔记本从220Mbps降

至110Mbps;  iPad的 TCP/IP 传输速率从原来的70Mbps降至

35Mbps。而整体的 Wi-Fi 网络吞吐量也从只有笔记本连接时

的 220 Mbps 降至 145Mbps。

由此可见，终端数目的增加对 Wi-Fi 网络吞吐量所做成的

影响。

以上的例子我们是假设信道利用率可以达到 100%，但在

现实的情况信道利用率一般只能达到 80% 左右。

那么如果我们要估算在某一个环境，到底需要多少台 AP 

才能保证用户能获得能满足其应用的传输速率，我们需要些什

么参数呢?

一、每台终端所需要的 TCP/IP 带宽 (Min. Bandwidth 

required by client)—这主要是看终端在跑什么应用 (网页浏

览、视频流、语音…)

二、每台终端的最高的TCP / I P   传输速率   ( R aw 

Bandwidth of client)

三、终端的数量 (number of clients)

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就懵逼了，这些参数要怎么获得啊?别

担心，下面我们就给出计算公式

1.  (终端需要的带宽 / 终端的最高 TCP/IP 传输速率) x 

100% = 空口百分比

2. (空口百分比 x 终端的数量) / 0.8 = 需要的射频数目

事实上，需要的射频数目并不等于所需要的 AP 数目，因

为1台AP可以支持多个射频的。

在所有射频和微波系统中几乎都要用到放大器，放大器更

是通信、雷达或卫星转发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此普遍

的应用使放大器测量为工程师们所熟知，在平时的测量中，我们

关注较多的是其线性参数，诸如增益和回波损耗，输入和输出功

率等，但是当放大器的输入功率超过一定值之后，它的工作状态

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增益下降，谐波增大，互调增大等，如果不

注意这一点会对系统的设计带来麻烦

甚至毁灭性的破坏。因此，诸如稳定

性、增益压缩、功率效率和失真测量

越来越引起工程师们的重视。

基于AV3672系列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大功率输出（部分频段

典型值+17dBm）和丰富的先进校准技术（包括源和接收机功率校

准，SOLT，TRL，非插入校准和Ecal等）开发的放大器增益压缩

测量选件，所采用的二维扫描技术克服了传统测量方法只能点频测

量的缺陷，极大地提高了测量效率，通过功率校准和误差修正，使

测量结果更加准确。仅需一次设置，经过向导校准，连接被测件，

就可以得到放大器在所有设置频点的增益压缩参数和线性参数。

通 过 一 次 测

量，即可得到全部频

点的压缩点，并且可

以将压缩点的输入功

率，输出功率，增益

等信息一次显示出

来。每条轨迹都支持幅度，相位，史密斯圆图，极坐标等多种格

式的显示。通过压缩参数与线性S参数的对比，可以看出放大器

在线性区和饱和区的工作状态发生了哪些改变。如果要获得更多

的参数，可以选择增加轨迹，来获得更多信息。

测量步骤
1、测量设置

按[测量]→[测量类]，在窗口中选择增益压缩，点击确定进

入增益压缩测量模式。点击增益压缩设置，弹出设置窗口，按顺

序进行频率-功率-压缩设置。

频率设置说明：

扫描类型选择线性扫描即可，在数据获取模式栏，如果想要快

速扫描，可以选择智能扫描，如果要得到完备的扫描数据，可以选

择在频率点上扫功率或者在功率点上扫频率模式，模式的选择不

影响测量结果，不同扫描模式针对

高级用户进行个性化测量。扫描设

置根据放大器的工作范围设置起始-

终止频率，增加扫描点数和减小中

频带宽可以提高测量精度，但是会

增加测量时间。

功率设置说明：

输入端口设置：线性输入功率值确保放大器在该输入功率下

工作在线性区。其他设置可以保持默认即可。

输出端口设置：保持默认即可。

功率扫描设置：在起始功率-

终止功率范围覆盖放大器的工作线

性区和压缩点。可以通过增加功率

点数来减小功率扫描步进，但是会

增加测量时间。

压缩设置说明：

五种压缩方法可供选择，通过

参数配置满足各种特殊情况的测试

需求。对于普通功率放大器测量，

选择默认设置即可。

2、校准

AV3672系列矢量网络分

析仪采用可视化向导校准，按

照示意图和文字说明进行向

导校准即可。中电仪器推出

USB电子校准件和USB功率

探头，可以大大缩短校准时间

和减少连接次数。

3、测量结果显示和保存

校准完成后连接被测

件，新建轨迹即可获得表1内

的所有参数，包括线性参数

和压缩参数。测量完成后可以按[文件]→[另存为]将测试数据本

地保存为图片或者数据表，也可以通过连接网络直接发送至其他

设备。也可以保存为校准文件，在下次测量时直接装载，不需要

再次进行设置和校准。如下图表示一个放大器增益压缩测量曲

线，上图为压缩参数，下图为线性参数。

以上即为应用AV3672系列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放大器增益

压缩测量的全部过程。该功能彻底改变了以前需要通过手动改

变输入功率记录增益值，然后再进

行复杂的数据处理求解压缩点的历

史。现在只需要进行简单设置，一

次向导校准，即可得到放大器在整

个工作频率的所有压缩参数和线性

参数，仅需要几十分钟即可完成以

前近一天的工作量，而且高级的数

据获取模式和优化的压缩方法，配

以高精度的校准，大大提高了测量

的准确度。

 矢量网络分析仪在放大器增益压缩测量中的应用

图4：三维频谱图可以记录长期频谱及播放问题周期 

图2 频率设置

图3 功率设置

图4 压缩设置

图5 校准过程

图6 增益压缩测量轨迹

表1 压缩参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