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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网方式提出了建议和需求。最后，针对运营商对家庭 Wi-Fi 网络的维护需求，提 文献标识码：A
覆盖质量需求。首先分析了目前用户家庭 Wi-Fi 网络覆盖的常见问题，在此基础

出了一种运营商级家庭 Wi-Fi 网络维护和管理平台的功能需求和架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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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operators have also launched smart home networking services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s of the customers. It
first analyzes the coverage problems of Wi-Fi network，then combines the different businesses’and their bandwidth requirements，proposes the Wi- Fi network performance parameters，networking equipment，network mode for users. Finally，it
proposes a functional demand and architecture plan for the operator’s Wi-Fi network maintenance platform for the mainten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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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物联网、超宽带技术的不断普及，4K、智能家

居应用等业务蓬勃发展，Wi-Fi 成为宽带用户的刚性

需求。中国联通关注用户需求，聚焦用户感知，推出
“智慧到家”服务产品，为用户提供智慧家庭网络服

务。本文关注家庭 Wi-Fi 网络的构建方法，帮助实现
家庭 Wi-Fi 网络的智能全覆盖以及用户业务最佳体

验；同时制定一套家庭 Wi-Fi 网络管理方案，实现家庭
Wi-Fi 网络的可控可管，提升家庭 Wi-Fi 网络运营效
率。

1 研究背景
1.1 Wi-Fi 技术飞速发展
——————————
收稿日期：201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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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是一种基于 IEEE 802.11 标准的无线局域

网技术。从 802.11 标准发布之初至今，Wi-Fi 网络的

传输速率和传输距离都有了巨大的提升。作为最新一

代 Wi-Fi 标准，802.11ac 工作在 5 GHz 频段，主流配置
采用 2×2 MIMO，空口最大速率可达 1 166 Mbit/s，实际

吞吐量可达 500~600 Mbit/s。相对于工作在 2.4 GHz 频

段的 802.11n，带宽更大、速率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
图 1 展示了近 20 年 Wi-Fi 技术的发展历程。

1.2 家庭 Wi-Fi 需求大幅提升
随着家庭内智能终端设备的日益增多，Wi-Fi 已
经成为宽带用户上网生活的“必需品”。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表明，截至 2015 年 12 月，用户通过 Wi-Fi 无线网
络接入互联网的比例已经达到 91.8%。中国每个家庭
通过 Wi-Fi 连接的设备平均数达到 6 个，超过 80%的用
户通过 Wi-Fi 观看视频。在智慧家庭领域，Wi-Fi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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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不断普及，Wi-Fi 将来也有望成为智慧家庭的连
接协议之一。

未来在智慧家庭环境下，用户的家庭 Wi-Fi 需同

时满足家庭移动设备上网需求、高清甚至 4K/VR 视频
承载需求以及智能家居组网需求。用户对于家庭 WiFi 网络的质量要求也会不断提高。

2 家庭 Wi-Fi 网络面对的问题
宽带提速后，用户入户带宽有了显著提升。但由
于用户侧家庭网络质量参差不齐，用户办理百兆带宽
却往往无法获得百兆体验。家庭 Wi-Fi 网络成为问题

也存在以下问题。

a）当用户采用以太连接方式时，用户第 2 台 IPTV

电视放装将受到限制。

b）当用户采用 Wi-Fi 连接方式时，家庭网关 Wi-

Fi 无法支持 IPTV 业务；用户自购 AP 通常也无法满足
IPTV 业务直播节目的需求。

c）IPTV 业务和上网业务隔离，对多业务的融合制

造了障碍，阻断了同一家庭内用户终端之间互相访问
的路径。

图 2 示出的是 IPTV 业务与上网业务无法融合示

意图。

的焦点，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2.1 家庭 Wi-Fi 网络覆盖性能差
中国联通通过宽带网络光纤化改造之后已经具备
向用户提供 100M 到 1 000M 的宽带网络接入能力，但
是 家 庭 Wi- Fi 网 络 的 接 入 速 率 普 遍 较 低 ，大 量 的
802.11n 规格的 Wi-Fi 网络速率都在 50M 以下，低速的
Wi-Fi 网络使得用户的 100M 的运营商接入带宽成为
空谈。有数据表明，近三分之一的用户对家庭内的
Wi-Fi 覆盖和速率不满意。用户在进行家庭 Wi-Fi 网
络自组网时，通常缺乏科学的规划，导致家庭 Wi-Fi 网
络存在速率低、干扰大、性能不稳定的问题。
2.2 用户 IPTV 业务和上网业务无法融合
目前，运营商使用 LAN-WAN 绑定技术将 IPTV 业
务与上网业务隔离，以便为 IPTV 业务分单独的带宽和
业务通道。这种做法在保证了 IPTV 业务带宽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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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自购路由器

IPTV 业务与上网业务无法融合示意图

2.3 家庭 Wi-Fi 网络无法管理和运维
用户通常将家庭 Wi-Fi 网络看作宽带业务的一部
分。当家庭 Wi-Fi 网络出现问题时，用户将选择向运
营商报障。据统计，目前家庭网络内的故障 30%~50%
都是 Wi-Fi 原因导致的。一方面，目前运营商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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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并未收集用户 Wi-Fi 的运行数据；另一方面用户家

庭部署的 Wi-Fi 网络设备都是自购设备，一旦出现故

智能推荐、动态调优、
预检预修、远程排障、
性能监控

障，运维人员无法实现故障的定位，也无法对该类设备
提供维护。

2.4 用户自购家庭 Wi-Fi 设备的安装和使用
通常情况下，用户家庭会结合自购 AP 设备进行家
庭 Wi-Fi 网络的组网。但家庭 Wi-Fi 网络的规划和实
施需要较高的专业技能，用户自组的家庭 Wi-Fi 网络
一般潜在很多质量问题，如 AP 布放位置错误、自购组
网设备无法支持业务使用以及连线、安装等工程错误
问题。
基于上述情况，中国联通推出“智慧到家”业务向
用户提供可靠的 Wi-Fi 网络服务，作为运营商提供的
Wi-Fi 网络和设备，在可靠性、可维护性、带宽保障各
方面都必须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如何提供构建运营商
级用户家庭 Wi-Fi 网络整体方案，是运营商当前亟需
解决的问题。

3 家庭 Wi-Fi 网络组网设备应用
运营商级家庭 Wi-Fi 网络，应当以中国联通双频

Wi-Fi 的全路由型家庭网关为核心，充分利用以太网

线、电力线、无线中继等多种介质灵活延伸 Wi-Fi 信
号，实现家庭 Wi-Fi 网络的智能覆盖。同时，将家庭网
关作为控制中心，实现家庭 Wi-Fi 网络的无缝漫游和

信道调优，打造用户体验最佳的家庭 Wi-Fi 网络。图 3
展示了运营商级家庭网络的结构和组成。

构建运营商级家庭 Wi-Fi 网络，重点需要考虑以

下 3 个方面。

3.1 家庭 Wi-Fi 网络视频业务承载需求
视频业务是目前宽带业务中对网络要求最高的业
务类型，同时家庭 Wi-Fi 网络中最大的流量也是视频
业务。不同类型视频业务对网络承载需求有着不同的
性能要求。表 1 列出了不同类型视频业务对网络性能
的要求。可以看出，基于 UDP 协议的直播业务对时延
和抖动的要求不高，但是对丢包率非常敏感；基于 TCP
协议的点播业务或 OTT 视频对时延非常敏感；视频业
表1
视频类型

码率

HD 直播（UDP）

CBR 15M

4K 直播（UDP）

CBR 30M

4K VOD/OTT 视频（TCP） VBR 25M；
峰值 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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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承载网络带宽至少要达到 1.3 倍甚至 1.5 倍码率。

3.2 主流规格 Wi-Fi 的性能参数
表 2 为不同规格 Wi-Fi 在不同环境下的性能参
数。可以看出，802.11n Wi-Fi 的性能已经无法满足 4K
视频业务的需求。
3.3 家庭 Wi-Fi 组网终端的选择
确定用户家庭 Wi-Fi 网络的性能规格后，需要选
取恰当的家庭 Wi-Fi 网络组网设备。为了确保家庭网
络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结合现网情况调研，建议采用
可以达到表 3 要求的组网设备。
家庭 Wi-Fi 组网设备在家庭的应用中也应当考虑
以下应用场景。
a）带 Wi-Fi 的光猫作为家庭 Wi-Fi 网络的核心，
应当将其部署至用户家庭中央电视墙位置，可以向用
户提供光猫的 Wi-Fi 接入服务，也有利于简化家庭
Wi-Fi 网络构建方案。
b）视频业务应当尽量采用有线直连的承载方式；
若用户明确拒绝明显走线，可考虑采用 802.11ac WiFi 网络承载。
c）当光猫工作在路由模式下时其下挂的 HGW 及
其他组网设备应当尽量工作在桥接模式下。
d）当用户家庭中存在多个 AP 时，建议对于覆盖
区域不重叠的 AP 配置相同的 SSID 及密码，便于用户
使用。

不同类型视频业务对网络性能的要求

带宽要求/（Mbit/s）

时延/ms

抖动/ms

丢包率/%

>19.5

<200（单向）

＜50

＜0.001 1

>37.5

<55（双向）

＜20

>39.0

<200（单向）

＜50

＜0.001 0
＜0.0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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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项

（b）中继器安装的位置点需要考虑主 AP 的 Wi-Fi

不同规格 Wi-Fi 在不同环境下的性能参数
5 m 距 离 无 障 碍 时 双向平均
抖动/ms
带宽/（Mbit/s）
时延/ms

目

802.11n 2×2 弱干扰 下行：65；
上行：
63

802.11n 2×2 强干扰 下行：19；
上行：
17.5

802.11ac 2×2 弱干扰 下行：420；
上行：280

丢包
率/%

5

116

0.1

4

10

0.0

12

138

0.6

e）当采用 Wi-Fi 中继组网方式时：

扩展设备建议
1 个 100Base-T

上行接口
物理
接口

表 3 示出的是家庭组网设备规格建议。

4 构建运营商级家庭 Wi-Fi 网络的管理
盒”阶段。当用户家庭 Wi-Fi 网络出现故障时，运营商

家庭组网设备规格建议

FE 型 AP

GE 型 AP

电力猫

1 个 100/1 000Base-T

2.4 GHz 802.11n（2×2）+ 5 GHz 802.11ac 2.4 GHz 802.11n（2 × 2）+ 5 GHz 2.4 GHz 802.11n（2 × 2）+ 5 GHz
（2×2）
802.11ac（2×2）
802.11ac（2×2）

用户侧无线接口
用户侧以太网接口

性能
要求

点部署。建议部署在 AP 与接入终端中间位置。

目前，家庭 Wi-Fi 网络对运营商而言仍处于“黑

（a）不建议对 2.4G 的 Wi-Fi 信号进行中继。
表3

信号强度，如果安装点主 AP 的信号较弱则不建议在该

整体吞吐量/（Mbit/s）

1～2 个 100Base-T

1～2 个 100/1 000Base-T

100

1 000

WLAN 吞吐量/（Mbit/s） 85（2.4 GHz）；
100（5 GHz）
（受限 FE 口） 85（2.4 GHz）；
400（5 GHz）

1～2 个 100/1 000Base-T
200

85（2.4 GHz）；
400（5 GHz）

无法定位网络的故障原因，这必然对未来家庭 Wi-Fi

干扰环境监控分析、查看网络拓扑，有效监控网络的运

有路由器、AP、电力猫家庭等组网设备共同构建的家

c）用户感知分析模块。监控用户使用情况、使用

网络的维护和业务质量保障带来巨大压力。基于对现

行状态。

庭 Wi-Fi 网络的管理能力，提出以下家庭 Wi-Fi 网络

习惯并分析用户感知，以提高用户满意度。该模块提

家庭 Wi-Fi 网络的实时监控以及设备管理。

数量、用户使用业务等全方面的分析，同时进一步分析

管理系统的总体方案，通过该方案可以实现运营商对

4.1 家庭 Wi-Fi 网络管理平台功能
家庭 Wi-Fi 管理平台主要功能模块如图 4 所示。
Wi-Fi 网络管理平台
设备管理模块
设备状态
设备权限
用户账号

网络监控模块
网络拓扑
周边干扰
信道使用
用户终端接入

网络优化模块
参数调整
配置优化
网络优化算法

设备维护模块
软件升级
设备配置能力
设备故障诊断
SSID 及密码配置

图4

用户感知分析模块
业务使用情况
用户业务感知
网络分析报告
网络质量评价
平台管理模块
用户管理
数据管理
权限管理
日志管理

Wi-Fi 网络管理平台架构

a）设备管理模块。设备管理模块主要提供了设

备状态监控、设备权限管理、用户账号等功能，平台管

理员可以通过设备管理模块针对家庭 Wi-Fi 网络的各

供了包含但不限于针对用户使用时间、速率、接入终端
单用户业务质量，输出用户级、楼宇级、社区级等多级
分析报告，为网络管理维护人员提供优化参考。

d）网络优化模块。网络优化模块为家庭 Wi-Fi

网络提供了优化支撑能力。通过该模块设计包含自动
优化和人工调整两部分。自动优化部分，通过引入大
数据实时处理能力、机器学习算法，平台实时提取单用

户的家庭 Wi-Fi 网络使用数据、业务信息、速率等用户

感知信息，通过分析用户使用习惯、业务喜好，动态地
为单用户终端设备下发参数调整命令，从而实时保障
用户感知，提升用户满意度。人工调整部分则适当引
入人工干预，管理维护人员可以通过优化模块，针对单
用户等不同维度进行针对性参数调整优化。

e）设备维护模块。设备维护模块，主要提供了

SSID 密码簿管理维护、远程设备故障诊断与软件升级
等维护功能。管理维护人员可实现远程设备密码维

个终端设备进行实时状态监控分析、设备权限配置管

护、设备故障的诊断维护等多项功能，从而提高网络维

理等操作。

护效率和用户体验。

b）网络监控模块。网络监控模块提供家庭 Wi-Fi

网络干扰环境情况监控、Wi-Fi 网络拓扑等多项功能，
通过监控模块平台使用者可实现针对家庭 Wi-Fi 网络

f）平台管理模块。平台管理模块提供了多项平

台基础管理功能，包含用户管理、权限管理、数据管理
及日志管理等。
邮电设计技术/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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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该管理平台，可以实现远程桌面以及用户

APP 端的管理维护能力，有效支撑装维人员和用户掌
握家庭 Wi-Fi 的网络质量。

4.2 家庭 Wi-Fi 网络组网终端管理架构
图 5 示出的是家庭 Wi-Fi 网络组网终端管理方案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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