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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显示来实现最大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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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干扰和过度的信道使用是否让您的无线用户倍感挫折？当机频频？您是否

在为Miracast无线显示连接中断而奋力挣扎？

在这份白皮书中，我们会举例说明如何诊断无线环境，以及如何让各种技术在

相同的环境下协同运作。我们会探讨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对ScreenBeam无线显示接收器来说，恰当的配置是获得最强、最可靠信号的关

键。

不良的无线环境：三个常见原因
在组织机构内出现的无线环境问题有三个。

1. 物理结构和基础设施：组织机构的物理结构和基础设施皆会干扰无线信号。

2. 相邻信道干扰：不当的信道规划，再加上连紧各式各样的Wi-Fi和非Wi-Fi设备，都可能
会对相邻信道造成干扰，或称为重叠信道。

3. 发射功率：过大的发射功率会造成过高的信道利用率，而干扰了使用相同无线信道的
其他无线连接。

1. 物理结构和基础设施

了解射频波的性质

问题

若因无线电波变形（亦称为网络丢包）而导致接入点 AP(Access Point)无法从源设备顺
利接收数据传输时，则该接入点不会对源设备作出反应。所有的接入点皆为半双工工
作，也就是在特定的时刻它们只能进行发送或接收，而不能同时进行发送及接收。在
一个共享的媒介上，多个源设备均能检测到媒介的干净信道，然后在一段时间内竞争
来传输其封包。

网络丢包会让源设备不得不重新传送讯号，从而使网速下降。

背景

当无线电波与建筑物的物理基础设施接触时，就会变形。在抵达接收设备之前，无线
电波须绕过一些障碍物，从而导致它们损失功率或信号强度。图1为说明无线电波可能
会损失其强度的环境。

物理结构、不当规划

和功率过大皆会造成

不良的无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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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无线电波如何损失其强度

无线电波可能会：

衰减：当无线信号传播过程中通过如墙壁、砖块或混凝土等媒介时，其强度将逐渐减弱。

衍射：当无线电波遇到障碍物时，它会沿着障碍物或孔径的转角弯曲，并进入至障碍物的几

何阴影区。

反射：信号的能量会被反射回其原点，而不是一直传送到目的地。

散射：当遇到凸面（例如：玻璃窗、门或水冷却器）结构时，电波会碎成小块并朝不同方向

散射。

ScreenBeam无线显示接收器的摆放位置对其性能至关重要。请注意，射频（RF）波是全向

的，这表示当无线电波离开天线时，它们将朝所有不同的方向传播。

图2为说明当无线电波离开天线时，全向天线的外观情形。天线正下方的区域为死区，而任

何位于「x」区下方的区域为向上反射。将ScreenBeam接收器放置在金属表面上会导致无线

电波从金属表面反射出来并向上传播，而不是预期向外扩散的方向。

图2：全向无线电波

解决方案

降低射频波衰减、衍射、反射和散射，并恢复最强射频信号的最佳作法如下：

 
 
 

ScreenBeam无线显

示接收器的摆放位置

对其性能至关重要。

墙壁

反射

衍射

直接衰减

1. 确保客户端系统与ScreenBeam之间的视线良好。

2. 进行现场调查；检查各空间是否有任何会导致射频波发生偏向或损坏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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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邻信道干扰

不当的无线规划

问题
大多数企业级无线AP的设置是双频，使用自动信道或自动传输设置，这让客户端系统
在大楼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均有机会选择最佳的Wi-Fi连线。

在5 GHz频段中，没有任何20 MHz信道是重叠的。然而，2.4 GHz无线频段不重叠的20 
MHz信道仅有三个，即信道1、6和11（在美国境内和世界大部分地区）。

下面图3为信道1、6和11，以绿色标示，它们单独设置时不会重叠。当启用信道3时，它
会与信道1和6重叠，这将产生相邻信道干扰。

图3：2.4 GHz信道

当通讯信号相互竞争时，传输会变得错乱，并严重干扰Miracast无线显示的连接。这种
相邻信道干扰为最严重的Wi-Fi干扰类型。

若在2.4 GHz中使用信道捆绑技术来增加宽带吞吐量，将容易受到来自其他2.4 GHz无线
电的相邻信道干扰的影响，如图4所示。

图4：在40 MHz中的相邻信道干扰

2.4 GHz无线频段

仅有三个不重叠的

20MHz信道。

信道

40 MHz 802.11n 信道

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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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1. 要在这些高瞬变环境中保持持续可靠的连接，我们建议的最佳作法是为AP设定信

道。为达到这个目的，AP的信道应与邻近的AP保持良好的分隔。对于2.4 GHz和5 
GHz，Wi-Fi业界的标准建议是，不设定相邻的信道。

2. 图5为说明2.4 GHz设置在信道1、6和11。

图5：适当的配置2.4 GHz以避免相邻信道干扰。

将AP的信道设定为1、6和11，以确保信道之间没有彼此重叠，不会产生相邻干扰。 

3. 请勿在2.4 GHz频段中启用信道捆合技术(channel bonding)。

4. 请将不必要的第三方Wi-Fi和非Wi-Fi 2.4 GHz无线电设备（例如蓝牙设备）关闭或移
开，以免造成相邻信道干扰。

3. 发射功率

配��线AP（Access Point）

问题

当射频的固有噪声升高时，它会改变信噪比（SNR），导致传输功率升高。射频覆盖小
区变得过大，以致它们渗透到相邻的空间。由于2.4 GHz的信号传输性能优于5 GHz，因
此同等发射功率下2.4 GHz信号可以传得更远。所以，当多个AP重复使用相同信道1、6和
11时，经常会造成覆盖小区重叠。

重叠的覆盖小区使用相同信道时会导致信道利用率过高。当多个客户端系统使用相同的
信道来连线到相邻的AP时，两个或多个客户端系统同时进行传输将导致传输错乱。如
果信号碰撞过度，数据就不可能传输成功，无线网络就无法使用。这种情况就严重影响
Miracast无线显示的连接和串流性能。

相邻信道干扰为最严

重的Wi-Fi干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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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图6为信道11的潜在信道利用率过高的范例，以深红色标示。

图6：重叠的覆盖小区使用相同信道时会导致信道利用率过高。

解决方案
1. 为2.4 GHz的AP手动设定传输功率。在

AP的WLAN控制器中，选择连续的四个
课室，设置功率，使射频的覆盖区不
重叠。使用频谱分析，与现场技术员
执行快速现场勘查。让技术员决定各
课室的中心并读取一些数据，然后，
依此在整个校园里进行部署。 

图7：降低传输功率可缓解信道利用率过
高的问题。

2. 在相同条件下，使用 5 GHz的问题就少
得多，因为 5 GHz可用的信道更多，而
且其信号传输距离小于2.4GHz的。 
 

图8：5 GHz信道较少出现信道利用率的问
题

由于2.4 GHz的信号 
传输性能优于5 GHz，
因此同等发射功率下

2.4 GHz信号可以传得

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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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的配置是��对策

使用以上最佳作法来微调您的无线AP（热点），可使ScreenBeam无线显示更为
稳定可靠。

为Miracast连接指定信道：预留5 GHz信道 
根据Wi-Fi联盟规范，所有的Miracast接收器（包括ScreenBeam在内）皆运作于

NGO协商模式（Negotiated Group Owner，即NGO）。在这种模式下，发射端系

统就是拥有者，其Wi-Fi所用的无线信道也用于Miracast连接。例如：当客户端的

Wi-Fi使用2.4G信道6来连接AP时，Miracast连接也是在信道6上工作。

通常这样做问题不大，前提是无线基础设施已经按上述的建议来进行恰当的

配置。但并非所有的无线基础设施都是经过恰当配置的。为了更广的覆盖范

围，2.4 GHz依然是首选。此外，随着更多工作于2.4 GHz的第三方Wi-Fi和非Wi-Fi
主机设备加入到已经拥塞的无线环境，对Miracast连接的干扰就在所难免。

Actiontec的最新产品ScreenBeam 750和ScreenBeam 960皆具有指定Miracast无线

信道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将ScreenBeam设定为Wi-Fi-Direct的群组拥有者，也就

是AGO主从模式（Autonomous Group Owner，AGO），而不是跟无线基础设施

共享相同的无线频段和信道。因此，无线网络管理员可以为ScreenBeam预留已

知干净的5 GHz信道来运作，以确保能为终端用户带来流畅又可靠的Miracast无
线显示体验。

在这种模式下，客户端系统的无线网卡必须支持不同信道模式（DCM-Di�erent 
Channel Mode）功能，以便在不同的无线信道上实现不同的通讯路径。如果您

考虑采用AGO模式进行部署，我们建议客户端系统的无线网卡能够良好的支援

DCM模式。欲查明您的无线网卡是否具支援DCM，请访问ScreenBeam支持网站

查询，网址： 
https://actiontec.zendesk.com/hc/zh-cn并搜寻「DCM」。

好消息是，可以选购750、960并更新到最新固件，充分利用点对点（P2P）信道

选择功能的优势。

随着更多运作于

2.4 GHz的第三方

Wi-Fi和非Wi-Fi主
机设备加入至已

经拥塞的无线环

境，对Miracast连
接的干扰就在所

难免。

技术支持联系人
继续深入探讨以解答您的 
疑问，或了解ScreenBeam
是如何简化您的会议和演 
示，我们想听取您的意见。
请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援团
队：

电话

+86-21-58206778 #800

技术支持

support@actiontec.com.tw

网址

https://actiontec.zendesk.
com/hc/en-us/requests/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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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领导者
ScreenBeam是业界唯一真正实现适合商业应用的安全和IT管理的无线显示方案。 

ScreenBeam无线显示成为性能对比和设备互操作性的业界标准，正因如此，它是

兼容性最高的解决方案。ScreenBeam解决方案被Microsoft、Intel、主要PC OEM厂

商和设备公司采用，作为其设备无线显示功能的验证平台。

Actiontec是Microsoft在Windows无线显示技术开发的工程合作伙伴。基于我们在业

界的领导地位以及我们对业界设备制造商的持续投入支持，能确保您部署的无线

显示平台具有最高兼容性和极其丰富的功能。

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Actiontec无线显示ScreenBeam

授权经销商
讯动科技��有��司 
台北市106大安区敦化南路

2段76号22楼
电话：+886-2-2709-0000
业务咨询：sales@actiontec.com.tw
技术支持：support@actiontec.com.tw

Actiontec Electronics, Inc.
3301 Olcott Street
Santa Clara, CA 95054

�智�电�（上�）有��司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91弄120号9楼
电话：+86-21-58206778 #800
业务咨询：sales@actiontec.com.tw
技术支持：support@actiontec.com.tw
维修客服电话：400-832-0871

公司总部 亚太营运总部 上海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