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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無線干擾和過度的頻道使用是否讓您的無線用戶倍感挫折？當機頻頻？您是

否在為Miracast無線顯示連接斷線而奮力掙扎？

在這份白皮書中，我們會舉例說明診斷無線環境以及協助各種技術在相同的頻

率下共同協作的最佳作法。我們會探討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以及解決方

法。對ScreenBeam無線顯示接收器來說，適當的配置是獲得最強、最可靠信號

的關鍵因素。

不良的無線環境：三個常見原因

在組織機構內出現的無線環境問題有三個常見原因。

1. 物理結構和基礎設施：組織機構的物理結構和基礎設施皆會干擾無線信號。

2. 相鄰頻道干擾：不當的頻道規劃，再加上連緊各式各樣的Wi-Fi和非Wi-Fi設備，都可能

會對相鄰頻道造成干擾，或稱為重疊頻道。

3. 發射功率：過大的發射功率會造成過高的頻道利用率，並干擾使用相同無線頻道的其

他無線連線。

1. 物理結構和基礎設施

瞭解射頻波的性質

問題

若因無線電波變形（亦稱為網路封包遺失）而導致接入點（AP）無法從源裝置順利接

收數據傳輸時，則該接入點不會對源裝置作出反應。所有的接入點皆為半雙工工作，

也就是在給定的時刻瞬間它們只能進行發送或接收，而不能同時進行發送及接收。在

一個共用的媒介上，多個源設備均能檢測到媒介的乾淨頻道，然後在一段時間內競爭

來傳輸其封包。

網路封包遺失會讓源裝置不得不進行重傳，從而使網路減慢。

背景

當無線電波與建築物的物理基礎設施接觸時，就會變形。於抵達接收設備之前，無線

電波須繞過一些障礙物，從而導致它們損失功率或信號強度。圖1為說明無線電波可能

會損失其強度的環境。

物理結構、不當規劃

和功率過大皆會造成

不良的無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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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無線電波如何損失其強度

無線電波可能會：

衰減：當無線信號傳播過程中通過如牆壁、磚塊或混凝土等媒介時，其強度將逐漸減弱。

衍射：當無線電波遇到障礙物時，它會沿著障礙物或孔徑的轉角彎曲，並進入至障礙物的

幾何陰影區。

反射：信號的能量會被反射回其原點，而不是一直傳送到目的地。

散射：當遇到凸面（例如：玻璃窗、門或水冷卻器）結構時，電波會碎成小塊並朝不同方

向散射。

ScreenBeam無線顯示接收器的擺放位置對其性能至關重要。請注意，射頻（RF）波是全向

的，這表示當無線電波離開天線時，它們將朝所有不同的方向傳播。

圖2為說明當無線電波離開天線時，全向天線的外觀情形。天線正下方的區域為死區，而任

何位於「x」區下方的區域為向上反射。將ScreenBeam接收器放置在金屬表面上會導致無線

電波從金屬表面反射出來並向上傳播，而不是預期向外擴散的方向。

圖2：全向無線電波

解決方案

降低射頻波衰減、衍射、反射和散射，並恢復最強射頻信號的最佳作法如下：

 
 
 

ScreenBeam無線顯

示接收器的擺放位置

對其性能至關重要。

牆壁

反射

衍射

直接衰減

1. 確保客戶端系統與ScreenBeam之間的視線良好。

2. 進行現場調查；檢查各空間是否有任何會導致射頻波發生偏向或損壞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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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鄰頻道干擾

不當的無線規劃

問題

大多數企業級無線AP的設置是雙頻，使用自動頻道或自動傳輸設置，這讓客戶端系統

在大樓的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均有機會選擇最佳的Wi-Fi連線。 

在5 GHz頻段中，沒有任何20 MHz頻道是重疊的。然而，2.4 GHz無線頻段不重疊的20 
MHz頻道僅有三個，即：頻道1、6和11（在美國境內和世界大部分地區）。

下面圖3為頻道1、6和11，以綠色標示，它們單獨設置時不會重疊。當啟用頻道3時，

它會與頻道1和6重疊，這將產生相鄰頻道干擾。

圖3：2.4 GHz頻道

當通訊信號相互競爭時，傳輸會變得錯亂，並嚴重干擾Miracast無線顯示的連線。這種

相鄰頻道干擾為最嚴重的Wi-Fi干擾類型。

若在2.4 GHz中使用頻道捆綁來增加通量，將容易受到來自其他2.4 GHz無線電的相鄰頻

道干擾的影響，如圖4所示。

圖4：在40 MHz中的相鄰頻道干擾

2.4 GHz無線頻段

僅有三個不重疊的

20MHz頻道。

頻道

40 MHz 802.11n頻道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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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1. 要在這些高瞬變環境中保持持續可靠的連線，我們建議的最佳作法是為AP設定頻

道。為達到這個目的，AP的頻道應與鄰近的AP保持良好的分隔。對於2.4 GHz和5 
GHz，Wi-Fi業界的標準建議是，不設定相鄰的頻道。

2. 圖5為說明2.4 GHz設置在頻道1、6和11。

圖5：適當的配置2.4 GHz以避免相鄰頻道干擾。

將AP的頻道設定為1、6和11，以確保頻道之間沒有彼此重疊，不會產生相鄰干擾。 

3. 請勿在2.4 GHz頻段中啟用頻道捆綁。

4. 請將不必要的第三方Wi-Fi和非Wi-Fi 2.4 GHz無線電（例如藍牙裝置）關閉或移開，以

免造成相鄰頻道干擾。

3. 發射功率

配置無線AP (Access Point)

問題

當射頻的固有雜訊升高時，它會改變信號雜訊比（SNR），導致傳輸功率升高。射頻覆

蓋小區變得過大，以致它們滲透到相鄰的空間。由於2.4 GHz的信號傳遞優於5 GHz，因

此同等發射功率下2.4 GHz信號可以傳得更遠。所以，當多個AP重複使用相同頻道1、6
和11時，經常會造成覆蓋小區重疊。

重疊的覆蓋小區使用相同頻道時會導致頻道利用率過高。當多個客戶端系統使用相同的

頻道來連線到相鄰的AP時，兩個或多個客戶端系統同時進行傳輸將導致傳輸錯亂。如

果信號碰撞過度，數據就不可能傳輸成功，無線網路就無法使用。這種情況就嚴重影響

Miracast無線顯示的連線及串流性能。

相鄰頻道干擾為最嚴

重的Wi-Fi干擾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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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圖6為提供頻道11的潛在頻道利用率過高的範例，以深紅色標示。

圖6：重疊的覆蓋小區使用相同頻道時會導致頻道利用率過高。

解決方案

1. 為2.4 GHz的AP手動設定傳輸功率。在

AP的WLAN控制器中，選擇連續的四個

課室，設置功率，使射頻的覆蓋區不

重疊。使用頻譜分析，與現場技術員

執行快速現場勘查。讓技術員決定各

課室的中心並讀取一些數據，然後，

依此在整個校園裡進行部署。 

圖7：降低傳輸功率可緩解頻道利用率過
高的問題。

2. 在相同條件下，使用 5 GHz的問題就少

得多，因為 5 GHz可用的頻道更多，而

且其信號傳輸距離小於2.4GHz。 
 

圖8：5 GHz頻道較少出現頻道利用率的
問題

由於2.4 GHz的信號

傳遞優於5 GHz，因

此同等發射功率下

2.4 GHz信號可以傳

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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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配置是核心對策

使用以上做法來微調您的無線AP，可使ScreenBeam無線顯示更為穩定可靠。

為Miracast連接指定頻道：預留5 GHz頻道 
根據Wi-Fi聯盟規範，所有的Miracast接收器（包括ScreenBeam在內）皆運作於NGO協商

模式（Negotiated Group Owner，即NGO）。在這種模式下，發射端系統就是群組所有

者，其Wi-Fi所用的無線頻道也用於Miracast連接。例如：當客戶端的Wi-Fi使用頻道6來
連接AP時，Miracast連接亦在頻道6上運作。

通常這樣做問題不大，前提是無線基礎設施已經按上述的建議來進行適當的配置。但

並非所有的無線基礎設施都能進行適當的配置。為了更廣的覆蓋範圍，2.4 GHz依舊是

首選。此外，隨著更多運作於2.4 GHz的第三方Wi-Fi和非Wi-Fi主機設備加入至已經擁塞

的無線環境，對Miracast連接的干擾就在所難免。

Actiontec的最新產品、ScreenBeam 750，以及ScreenBeam 960皆具有指定Miracast無線

頻道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將ScreenBeam設定為Wi-Fi-Direct的群組所有者，也就是AGO
主從模式（Autonomous Group Owner，AGO），而不是跟無線基礎設施共用相同的無

線頻段和頻道。因此，無線網路管理員可以為ScreenBeam預留已知乾淨的5 GHz頻道來

運作，以確保能為終端用戶帶來流暢又可靠的Miracast無線顯示體驗。

在這種模式下，客戶端系統的無線網卡必須支持不同頻道模式（DCM-Dierent Channel

Mode），以便在不同的無線頻道上實現不同的通訊路徑。倘若您考量採用AGO模式

進行部署，我們建議客戶端系統的無線網卡能夠良好的支援DCM模式。欲查明您的

無線網卡是否具支援DCM，請至ScreenBeam支援網站查詢，網址：https://actiontec.
zendesk.com/hc/en-us/並搜尋「DCM」。

好消息是，可以選購750、960並更新到最新韌體，充分利用點對點（P2P）通道選擇功

能的優勢。

隨著更多運作於

2.4 GHz的第三方

Wi-Fi和非Wi-Fi主
機設備加入至已

經擁塞的無線環

境，對Miracast連
接的干擾就在所

難免。

技術支援聯絡人
繼續深入探討以解答您的疑
問，或瞭解ScreenBeam是
如何簡化您的會議和簡報，
我們想聽取您的意見。請聯
繫我們的技術支援團隊：

電話

+886-2-27090000 # 327

技術支援

support@actiontec.com.tw

網址

https://actiontec.zendesk.
com/hc/zh-tw/requests/new



產業領導者

ScreenBeam 是業界唯一真正實現適合商業應用的安全和IT管理的無線顯示方

案。ScreenBeam無線顯示成為性能對比和設備互操作性的業界標準，正因如此， 它是相容

性最高的解決方案。ScreenBeam解決方案被Microsoft、Intel、主要PC OEM廠商和設備公司

採用，作為其設備無線顯示功能的驗證平臺。

Actiontec是 Microsoft 在 Windows 無線顯示技術開發的工程合作夥伴。基於我們在業界的

領導地位以及我們對業界設備製造商的持續投入支持，能確保您部署的無線顯示平臺具有

最高相容性和極其豐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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