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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市場及 802.11AX 的起源

Alliance 初次會議 19 年後的 2018 年，Wi-Fi 將承載所有網際網

無論在家或在公司，想要透過電腦或透過手機連線

路流量的 50%。

至網際網路，Wi-Fi 都是廣受使用的方法。距 Wi-Fi

圖 1b：Wi-Fi 裝置累計出貨量
圖 1a：Wi-Fi 裝置各年度出貨量

在已出貨的 180 億部 Wi-Fi 裝置中，80 億部依然在使用

Wi-Fi 標準最初由美國電機暨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所訂定，

中，且每年會再增加 30 億部，如今要找到沒有 Wi-Fi 訊

該學會的 802.11 工作小組每年開 6 次會議，會議中與專家任

號的地點已經難之又難了。即便現在手機使用的網路

務小組進行多次會議通話，藉此更新與延伸 Wi-Fi 的技術基

已經靠擴建 LTE、小型基地台和統一速率資料方案改良

礎。一旦 IEEE 完成標準，焦點就會轉移到 Wi-Fi Alliance，也

了速度和容量，仍然有賴 Wi-Fi 才能滿足簽約客戶的流

就是擁有「Wi-Fi」商標的產業貿易論壇，論壇中會有一系列

量需求。如今，手機沒有整合 Wi-Fi 功能根本是難以想

plugfest 支援起草測試規劃及互通性認證計畫。業界就是透過

像的事。

上述程序，確保 Wi-Fi 客戶透過生態系統中的所有不同供應商
都能使用 Wi-Fi 存取點。
目前主要使用的實體層 (PHY) 認證為 802.11ac，該項認證在 2014
年將「wave 1」推向商業市場，2016 年則推出「wave 2」。
但 802.11ac 的建構得一路回溯至 2008 年：這一段孕育期讓這
項技術得以長久。
實際情況是，早在 802.11ac wave 2 設備開始出貨之前，IEEE
就開始鑽研下一個「PHY」標準，命名為「802.11ax」。這項
專案在 2014 年 3 月正式推出，並從 2018 年初開始進行一連串
「記名投票」：該標準的範圍如今已然訂定，而每一次經過

圖 2：業者月平均數據用量
2018 年 1 月 (Android 使用者，單位為 MB)

修訂，標準的內容都愈加充實。IEEE 最終審核預計在 2019 年
末通過，但在通過之前，標準將會實際凍結數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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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企業存取點出貨量

為了加速上市時間，初期針對 802.11 的實體層增修條款設

這些地方的共同特點是來自多個存取點的重疊覆蓋範圍，無論這

下了 Wi-Fi Alliance 與 IEEE 並行各自相關作業的先例，而

些存取點受管在同一個網路中或彼此不同，全都為眾多熱切需要

802.11ax 也按照這種時間軸發展：「Wi-Fi CERTIFIED AX™」

使用數據的用戶端裝置服務。因此 IEEE 和 Wi-Fi Alliance 開始著手

認證計畫相關作業已經開始進行；第一場 plugfest 在 2018

為每個人改善效能，尤其覆蓋範圍彼此重疊的區域：在某些區

年初舉行，而認證作業預計在 2019 年中啟動，時間未定。

域，訊號干擾的情形可藉由協調存取點而得以緩解，而在其他區

這種採用標準化動作進行認證的途徑互相重疊的情形，對於

域，則可透過強化協定的方式使 Wi-Fi 訊號更能對抗干擾。

壓縮上市時間相當重要，且隨著標準訂定組織和設備供應商

不過，手機和電腦的網路服務並非 Wi-Fi 的唯一用途。市場不斷擴

歷經過去的實體層增修條款，各方已能了解並降低風險。

大的物聯網 (IoT) 感應器也使用 Wi-Fi 在許多場合進行連線，但這

802.11ax 的設計目標
在判斷如何讓 Wi-Fi 超越現有版本時，802.11ac、IEEE 和 WiFi Alliance 調查了 Wi-Fi 部署和使用情形，藉此了解擴大使用
的阻礙何在，以及使用者社群間不滿意的原因。
調查結論是脫離過往預先將「良好」現場條件下的資料速率
調至尖峰的升級路徑，轉而更加專注在「實際」的現場條

項技術的採用仍有幾項限制存在。因此 802.11ax 的新功能允許低
資料速率連線的有效配置，改善了 IoT 感應器的電池壽命，並延伸
了 Wi-Fi 訊號的範圍。
Wi-Fi 也是無線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WISP) 採用的技術，應用於戶
外點對點連結；在這項應用中，802.11ax 包括了延伸範圍、提高
資料速率及降低干擾的功能。

件，以及不僅要了解如何改善尖峰效能，也要了解如何改善

時間軸

真實世界條件下一般及最差情況的效能。

802.11ax 的發展過程絕大部分按照之前的 802.11n 和 802.11ac 等

這類真實世界的條件逐年以來已然有所改變，很大一部份

「PHY」協定的實踐過程進行。這個過程導致了一定程度的並行發

要歸功於 Wi-Fi 的成功普及。存取點隨處都能找到，甚至覆

展，在 IEEE 完整訂立基本規格之前，Wi-Fi Alliance 就開始進行認

蓋多數戶外空間。於是在許多地區，網路塞車成為大問題。
比方繁忙的機場和火車站、集合住宅式的公寓建築，甚或
學校和大學的環境。

證測試了。而一如過去的實體層協定，商業壓力促使存取點和裝
置供應商搶在 Wi-Fi Alliance 完成認證之前就推出「暫行標準」設
備：在 2019 年中認證通過之前，2018 年中到年末期間就能在市場
上看到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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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企業存取點出貨量

儘管這種壓縮時間的方式對於推出複雜的新協定並非

頻譜與規定

理想作法，802.11n 和 802.11ac 的前例卻暗示著，初期

雖然許多倡議和遊說行動的目的是在打開新頻譜與解放限

802.11ax 設備成為設備孤兒的風險非常低。供應商過

制，使 Wi-Fi 等未授權無線技術獲得廣泛採用，但目前完成

去已經成功完成這些挑戰了。

的改變不多，尚不足以及時在 802.11ax 上生效。從 802.11ac

802.11ax 已經分成兩種「wave」 ，與 802.11ac 的情況

推出以來，2.4 GHz 和 5 GHz 頻帶的規定尚無顯著改變。

一樣。功能的明確分配目前還未底定，但本白皮書會

最新的發展狀況是，802.11ac 的指定操作頻帶只有 5 GHz

把焦點放在我們預期 wave 1 可提供的功能，而 wave 2

(802.11n 協定適用於 2.4 GHz)，802.11ax 則兩者皆適用：它

的功能則擺在附錄討論。Wave 1 (時間軸如前所示) 和

可以取代目前使用的所有 Wi-Fi。雖然許多人認為 2.4 GHz 頻

wave 2 兩者間的上市時間可能會相隔兩年。

帶的購買人數過多，在人口繁忙地區根本不敷使用，Wi-Fi
社群則認為這個頻帶依然存在多種使用機會，尤其可運用在

升級時機
新的實體層 Wi-Fi 標準需要新的硬體，因此 Aruba 經常
收到客戶詢問「什麼時候升級最好？」答案從 802.11n
到 802.11ac wave 1 和 802.11ac wave 2 以來都沒變：只
要你需要，隨時可以升級。隨著標準的進步，矽元素

IoT 超凡的傳播特性上。
如果最終一如預期，因規定變更使得全新頻譜可分配給未授
權或輕度授權的使用 (適用於 Wi-Fi 使用)，IEEE 和 Wi-Fi Alliance
將能延伸 802.11ax 規格，開放在這些新頻帶中操作。

變得更強大，且設備供應商再新增功能，大約每兩

此外，在討論頻譜的同時，千萬別忽略了第三 Wi-Fi 頻帶。

年，市場一定都會再出現更新更好的 Wi-Fi 存取點。在

「WiGig」 協定使用的頻帶是 60 GHz，目前已由 IEEE 和 Wi-Fi

詳讀過本白皮書後，部分客戶就能知道自己將需要哪

Alliance 採用，且與 2.4 和 5 GHz 的 Wi-Fi 有極高通用性，方

些特定功能，且會決定等待初期出貨的 802.11ax，以

便使用者在不同頻帶之間輕鬆切換。然而，由於毫米波頻率

便掌握優勢，但主要誘因還是預算、建構期限及其他

的特性各有不同之故，WiGig 也具有不同的實體層規格，並

活動，而我們的建議是，只要進行購買決策的時候到

不屬於 802.11ax。

了，就盡量選用市場當前的最佳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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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LTE 和 5G 的交會之處

此外，所有 Wi-Fi 設備都必須符合新的驗證、授權和加密標準。長久

當前正是通訊產業普遍面臨大幅動盪的時機。一方面，行

以來使用的 WPA2 認證將在 2018 年期間由 WPA3 取代，且預期所有

動網路業者正處在 4G 擴大發展的時期，但同時也正在迎接

802.11ax 設備也將都與 WPA3 相容，以便支援最安全的實施作法。

5G 來臨。他們瞄準的商機不僅僅是傳統的手機網路市場，

802.11ax 新功能

還有 IoT、智慧城市、住所用固定無線寬頻存取點以及企業
客戶受管服務等其他眾多市場。上述這些再加上新授權頻
譜與新技術上市，使得 5G 在使用範圍上遠遠比過往的 2G、

802.11ax 主要功能
下行鏈路與上行鏈路 OFDMA

3G、4G 世代都廣泛。為了適應這些新使用方式及市場，5G

下行鏈路*與上行鏈路多使用者 MIMO

標準的訂定組織已在擴大其設定範圍。

較高順序調變

另一方面，專供 5G 和 802.11ax 使用的無線電技術則有許

進階 OFDM 與編碼
戶外操作

多共通特性：多使用者 MIMO、空間多樣性、波束成型、

降低耗電量

OFDMA、頻道聚合等等。這一部分是因為頻譜效率、高資

空間重複使用

料速率、長程範圍及良好電池壽命都是行動網路、私人與

傳輸波束成形*

消費者網路的共同誘因，此外也是因為這些技術皆是最先
端，使用者必然會希望任何新的無線電標準都能夠予以
採納。
然而，5G 還有一個面向也許更有意思。在追求新市場 (尤
其企業網路連線能力) 方面，5G 標準目前包括將 Wi-Fi 和相
關驗證協定整合進 5G 網路中的詳細規格。再加上適用於
LTE/5G 或 Wi-Fi 使用的輕度授權頻譜，未來網路的可能跨幅
將大大寬闊得多。

單一使用者操作*
(* 非 802.11ax 新功能)
圖 5：802.11ax 主要功能 (兩種 wave 適用)

IEEE 802.11ax 標準中有超過 50 種功能：Wi-Fi Alliance 不會全數採用。
以下為這些功能的上層摘要 (包括 wave 1 及 wave 2 功能)。
• 下行鏈路與上行鏈路 OFDMA：OFDMA 是 802.11ax 較為複雜的
功能之一。這項功能可按頻率分割頻道中的單一傳輸 (下行鏈
路 OFDMA、存取點傳輸專用)，因此可使不同訊框應用於不同

因此，在以 3GPP 和 Wi-Fi Alliance 為目標的各個市場之間重

用戶端裝置的子載波使用群組。上行鏈路 OFDMA 與下行鏈路

疊性越來越高的驅使之下，無論在無線電和系統層級，5G

OFDMA 相等，但這種情況下，多用戶端裝置會針對相同頻道

和 Wi-Fi 都向彼此越靠越近。

中不同子載波群組進行同時傳輸。上行鏈路 OFDMA 比起下行

相關 Wi-Fi 標準與認證
802.11ax 這項完成部分 MAC 修改的 PHY 具有幾個新的前

鏈路版本更難以管理，因為許多不同用戶端必須經過協調：存
取點會傳輸觸發訊框，指出每個用戶端可使用的子頻道。

提。Wi-Fi Alliance 需要所有 Wi-Fi CERTIFIED AX™ 設備皆同時

• 下行鏈路與上行鏈路多使用者 MIMO：802.11ac 能夠在單一時

完成 Wi-Fi CERTIFIED AC™ 及 Wi-Fi CERTIFIED N™ 認證。此外

間間隔下，使存取點決定傳送訊框至不同用戶端裝置的多路徑

還需要 Wi-Fi CERTIFIED Agile Multiband™ 認證、一組允許提

條件，而下行鏈路版本會擴充這項現有功能。802.11ax 會提高

高用戶端網路載入可見性的功能，以及移至 (或被動移至)

下行鏈路 MU-MIMO 群組的大小，允許更有效的操作。上行鏈路

理想頻帶及存取點的能力。多數存取點和用戶端裝置已能
支援 Agile Multiband 所需的功能，不過這項計畫相對推出仍
不久，並非所有現在的設備都擁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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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O 是 802.11ax 的新功能，但已推遲至 wave 2 再推出：

• 戶外操作：一系列功能改善了戶外運作效能。最重要的改善是

它與 OFDMA 一樣，存取點都需要協調多用戶端的同時

加入新的封包格式，使最敏感的現場如今已能藉由中繼方式強

傳輸。

化訊號。其他改善戶外操作的功能包括加長保護間隔，以及透

• 傳輸波束成形：這項現有功能會使存取點透過多個傳輸
天線將當地最大訊號引導至接收器的天線。這項功能已
改善了資料速率，也延伸了訊號範圍。
• 較高順序調變：802.11a/g 提供 64-QAM，802.11ac 則
為 256 QAM：到了 802.11ax，最高順序調變則提升至
1024-QAM。這項新功能提高了良好條件 (高 SNR) 下的
尖峰資料速率。
• OFDM 符元、子載波間距和 FFT 大小都經過變更，以便
狹小 OFDMA 子頻道可有效運作：這些變更使得保護間

過備援方式允許錯誤復原的模式。
• 降低耗電量：現有省電模式補充了新的機制，可允許更長的休
眠間隔及排定喚醒時間。此外，相關功能針對 IoT 裝置推出僅
限 20MHz 頻道的模式，以便使用僅只原該模式的較簡易省電
晶片。
• 空間重複使用：在競爭傳輸機會時，裝置可越過遠距傳輸來進
行傳輸，而過去遇上這種情形只能被迫等候。這麼一來，由於
在現有地理區域中可同時進行的傳輸作業增加了，網路容量因
而提升。

隔的長度得以提升，但無損符元效率。
•

圖 6：WI-FI 標準進展

就過去的脈絡來看，802.11ax 的新功能與過去相比，可說

新的子載波間距和符元持續時間

完成了最大的擴充與改善，尤其在 OFDMA 與空間重複使用

OFDM 符元是 Wi-Fi 傳輸的基本建置組塊。它是子載波調變成波形

方面，可是突破了新疆界。

時的一段短小區段，當中運載著資訊：該符元如果能提供更多種
變化，就能運載更多資訊 (二進位位元)。基礎特性：在固定頻道

802.11AX 技術特性
以下各節說明詳細的主要技術改善。

寬度下，可連結快速傅立葉變換 (FFT) 大小、子載波間距和 OFDM
符元持續時間。在 802.11ax 技術下，子載波間距以 4 倍的因數縮
減，而 OFDM 符元持續時間則提高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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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802.11ac 與 802.11ax 的 OFDM 特性相比較

圖 7：OFDM 符元持續時間及子載波

變更子載波間距的主要動力，是讓 OFDMA (參閱後文)
能延伸狹小子頻道。每個子頻道需要至少一個 (通常為
兩個) 導航子載波，且由於使用大小為 2 MHz 的最小子
頻道，較小的子載波間距在整體導航頻寬中的損失比

當然了，副作用也是存在的。成功解調間距較緊密的子載波，
需要更為嚴格的頻率精確性。此外，快速傅立葉變換 (FFT) 需要
稍加複雜的晶片。然而，由於 312.5 kHz / 64 點 FFT 初次使用於
802.11 後，至今已約 20 年，這些副作用應是能夠管控的。

例會小上不少。
此外還有其他優勢。頻道上的保護與無效子載波數量
會因可用子載波的比例增加而隨之減少，提高固有頻
道中的有效資料速率。上圖顯示，與 802.11ac 相比，
再計入 4 倍因數後，可用子載波增加約 10%。
OFDM 符元加長，使得循環字首長度增加，但無須犧牲

OFDMA 優勢
正交分頻多重存取 (OFDMA) 是 802.11ax 使用的兩種多使用者模
式之一，另一模式為 MU-MIMO (在 wave 1 僅限下行鏈路)。
OFDMA 是一種在行動網路 LTE 等其他系統中已使用多年的技術，
運作方式為在頻率維度上拆分傳輸，將配對裝置分配給主 RF 頻
道中的子頻道或資源單位 (RU) 進行傳輸與接收。

頻譜效率，反之針對長延遲擴張獲得抗擾性，尤其在戶
外條件更為顯著。循環字首能夠減至較低比例的符元時
間，即便在提高多路徑條件的穩定性情況下，也能提高
頻譜效率。這項技術也能降低上行鏈路多使用者模式的
抖動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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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OFDMA 與單一使用者 OFDM 比較

這項技術使下行鏈路 OFDMA 的存取點在單一傳輸機會

對於功能性較低的站台，也另存在優勢。在連結速度提高的

中的不同子頻道中將數個訊框綁束在一起，而用戶端則

時候，有些裝置傳輸時會難以達到最大速率。使用全頻道

將其無線電調至各不同子頻道，以便接收相應的傳輸。

OFDM 時，裝置必須發揮最大效能，卻可能也未必能填補媒

乍看之下，OFDMA 對於全頻道單一使用者的 OFDM (仍
適用於 802.11ax) 並無提供任何優勢。由於傳輸連結速
度並無不同，在考慮長期覆蓋多個傳輸的情況下，每個

體，但 OFDMA 則能使裝置超越最大速率。這使得硬體實作能
夠簡化，電池壽命可能加長，類似於 IoT 感應器僅限 20 MHz
(參閱後文) 的概念。

站台都需傳輸相同的資料量：如果 OFDMA 分配出 1/2 個

OFDMA 也提供 QoS 的應用機會，尤其應用於需要低延遲或抖

頻道，傳輸時間就會變為 2 倍，並未省下任何時間。然

動的流量。相比在單一使用者 OFDM 系統的傳輸機會中裝置

而，近一步的檢驗後可發現效率大有改善。

可能必須久候，OFDMA 可讓裝置「微量且頻繁」地進行傳

在 802.11 CSMA/CA 頻道存取協定中，每次傳輸機會協

輸，進而降低延遲和抖動。

調都會損失爭用時間。這些是媒體的時間損失，導致整

不過，OFDMA 有一些微妙的差異之處。一如上方所示，在存

體容量和頻譜效率下降。使用 OFDMA 時，由於傳輸綁束

取點爭逐傳輸機會時，802.11 的逐格傳輸必須綁束一系列不

在一起，降低了轉移特定資料量需要的傳輸機會時間，

同長度的訊框。在訊框的長度比傳輸機會短情況下，訊框就

因而提高了效率。此外，CSMA/CA 會因用戶端數量增

會進行填補，而這理所當然會造成可用頻寬的損失。此外，

加而降低效率 (5 個用戶端分別能達到 100 Mbps 情況

前文也有提及，OFDMA 子頻道必須保留一或兩個子載波供導

下，50 個其實並不能個別達到 10 Mbps)，而 802.11ax

航子載波使用，無法用於資料傳輸。因此存取點必須計算

的另一項目標就是在用戶端數量密集的大規模部署情況

OFDMA 的理想使用情況，採納入其緩衝中提供的負載和訊

下提高效能。OFDMA 在管理大量用戶端時尤其實用，而

框，以及用戶端分配和連結速度。

爭用額外負荷的降低，代表用戶端數量增加時，容量的
衰退非常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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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MA 因此對流量管理開啟了許多新的維度，但也需要更

下行鏈路 OFDMA

複雜的控制機制，因為存取點必須選擇如何配置子頻道與

802.11ax 同時在下行和上行鏈路兩方向提供 OFDMA。這兩

協調其使用中的用戶端；下文將深入討論此概念。

者有幾處不同：由於存取點受到所有下行鏈路 OFDMA 傳輸
的控制，下行的實作可能較簡易。

圖 9：下行鏈路 OFDMA 傳輸

如果先進行下行鏈路 OFDMA 傳輸，暫時不加以控制，我們

IEEE 使用「資源單位」(Resource Unit, RU) 一詞來指涉子頻道。因此

可以發現，存取點會以平常的方式爭用傳輸機會。接著，

26 子載波單位又稱 RU-26，完整系列為 RU-26、RU-52、RU-106、

它會集結不同用戶端的一系列訊框，但在已配置的子頻道

RU-242、RU-484 和 RU-996。

上進行調變。
已配置的子頻道
如果訊框比最長訊框束還短，為了增加長度，該訊框會進
行填補。這段頻寬的損失能夠藉由為訊框配置較小子頻道
而減少，因此傳輸時間也會延長，不過隨後訊框束中也會

OFDMA 的上行或下行鏈路和子頻道皆已定義於標準中。頻道以二
進位方式往下區分，而最小的 26 子載波組塊會在頻道並未確實
分盡時用於填補缺口。

補上更多訊框，以便使用完整的頻道頻寬。
802.11ax 中已配置的最小子頻道為 26 子載波 (2 MHz)。20 MHz
頻道中有 9 個可用的 26 子載波子頻道，最多可使 9 個訊框
和接收方共用一次傳輸。

10

白皮書

802.11A
X

圖 10：OFDMA 的子頻道配置

在上一代的 OFDM，並非所有子載波都能用於傳輸資料。部分

擾相鄰頻道或不同子頻道之間的傳輸之故。其他則會使用於

子載波由於保護頻帶的用途而不供使用，此外也是因為不干

DC 或導航載波，以便提供頻道參考並允許準確的訊號解調。

圖 11：OFDMA 的子頻道配置

11

802.11A
X

白皮書

OFDMA 的可用子頻道、子載波和資料速率
下表列出 OFDMA 中 RU-N (例如 RU-26) 子頻道的選項
清單。這些 RU 能夠移動，但僅能在特定組態已在
802.11ax 中指定的情況下移動。
表格 2：OFDMA 的可用子頻道、子載波和資料速率

上行鏈路 OFDMA
OFDMA 在上行鏈路方向的運作基本上與下行鏈路類似，差別僅在於用戶端裝置負責傳輸，存取點則負責接收。

圖 12：上行鏈路 OFDMA 傳輸

困難之處在於，存取點必須計算用戶端的最合適分組，並

求，包括校準訊號強度測量、本機震盪器等等，而這些要

在每組必須傳輸時向相應子頻道提供訊號。下文將加以詳

求可能能在其他領域提供實用。

細討論。

即使在 OFDMA 封包實體中，傳輸器也必須維持頻率精確

此外，在上行方向中，也因為每個前序編碼皆經由完整 20

度、傳輸器線性及其他參數，以免造成相鄰 RU 的傳輸干

MHz 頻道傳輸，使得前序編碼符元的同步作業越顯複雜。

擾：OFDMA 的實作比起上方簡單圖例展示的範例都更複雜

這項作業的實作須經由 IEEE 決策，該作業需要在 AP 天線接
收到訊號時，所有前序編碼的波形在時間、頻率和振幅方
面皆完成同步。這些需求使得 Wi-Fi 裝置必須納入許多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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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鏈路多使用者 MIMO 傳輸

空間多樣性和波束成形的概念，能夠支援 AP 向多個用戶端

下行鏈路 MU-MIMO 已隨 802.11ac (wave 2) 推出，且即將廣

的同時傳輸。

泛使用在目前的存取點和用戶端裝置中。這項技術延伸了

圖 13：下行鏈路多使用者 MIMO 傳輸

只有在 AP 的傳播特性允許識別某次傳輸已針對一個或一組

用才可行。這項技術需要上述條件，才能為個別用戶端群

用戶端完成最佳化，使該次傳輸不會遭其他具有特定訊號

組分別建置資料訊框，並同時進行傳輸。

強度的用戶端取得，且反之亦然的情況下，MU-MIMO 的使

圖 14：下行鏈路探測

為了找出 MU-MIMO 的候選傳輸，AP 會執行探測作業，從

者探測可能很耗時間，因為波束成形回報的矩陣可能規模極

其所有天線向用戶端傳送無效訊框，用戶端回傳的回應則包

大，且用戶端裝置必須交錯回應以避免干擾：802.11ax 多使

含個別 AP 天線與用戶端天線組合的已測得接收層級矩陣。

用者協定的同時回應則使這項動作大為有效。

探測作業也會使用於波束成形和 MIMO。802.11ac 的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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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探測波束成形的顯式回饋

802.11ac MU-MIMO 在真實世界中的部署體驗透露出某些限
制。舉例來說，可用群組並非每次都能形成，且即使有 4 天
線 AP，單一使用者的增益有時也不理想：到了 802.11ax，
較大的 MU-MIMO 群組 (用戶端從 4 增加到 8) 將帶來顯著的
改善。

上行鏈路 MU-MIMO 與結合的 MU-MIMO 和 OFDMA
上行鏈路 MU-MIMO 以及結合 OFDMA 和 MU-MIMO 的封包都已
推遲至 wave 2。雖然 OFDMA 和 MU-MIMO 結合可為 AP 排程器開
啟更多機會，但這個組合也沒有在 wave 1 中受支援。
封包前序編碼

如上方圖例所示，802.11ax 可藉由為用戶端進行分組並按序

在 802.11 協定中，封包前序編碼包含的資訊可供接收器與傳入

列處理各群組，藉此調適大量的用戶端裝置。範例顯示了波

的訊號進行同步，並識別需追蹤的子頻道和封包格式。以下資

束成形報告的用戶端分組，但相關概念也能延伸至其他封包

訊經傳輸器的 PHY 層解碼。

類型。
且任何包含認可信號的連結或傳輸層級協定 (例如 TCP/IP)，
都會從改善的下行鏈路效能中獲益，但在上行時仍可能遭
遇瓶頸：但到了 802.11ax wave 2 新增 MU-MIMO 技術後，
這個問題可望獲得解決。

圖 16：前序編碼與訓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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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1ax 訊框以「舊有」前序編碼開頭，以便向下相容：

空間串流資訊，以及傳輸機會的剩餘時間。這個欄位包含單一

這些欄位從 802.11n 以前即已在使用，可允許舊版裝置發現

使用者、多使用者和觸發式訊框的不同內容，且會在 802.11ax

廣播中存在 802.11 訊框。這使得 CSMA/CA 協定得以在

的「延伸範圍模式」中經過中繼。

802.11ax 傳輸存在下持續運作。

HE-SIG-B 欄位只會納入在使用多使用者封包的情況。該欄位包含

下一個欄位 RL-SIG 將接在 802.11g 等舊有協定訊框實體的開

所有接收者共用的資訊，而其他欄位則為使用者專用，因此長度

頭。它能識別要以 802.11ax 形式接在後方的訊框，而非以

依接受資訊的使用者數量而定。如使用 OFDMA，HE-SIG-B 的使用

802.11n 接續的訊框。「舊有」前序編碼和 RL-SIG 欄位會在

者專用欄位會同時傳送至使用於後續封包傳輸的子頻道。下文將

所有用於後續傳輸的 20-MHz 子頻道中經過平行傳輸，以便

詳細討論。

達成向下相容。

HE-STF 訓練欄位可讓接收器先行與傳入訊框的時間和頻率完成

後續欄位會用於 802.11ax 目的 (「HE」是「高效能」(High

同步，再解碼封包實體，而 HE-LTF 則需進行頻道估算，以便啟

Efficiency) 之意，是 IEEE 802.11 給予 802.11ax 的命名) 並使

用波束成形和 MIMO 空間多樣性。

用一組混合符元格式，當中包含使用於低速率欄位及向下
相容的「舊」調變，其他欄位則使用較新且較近的子載波
間距，以及較長的 802.11ax OFDMA 符元。

封包結尾：填補、結尾位元和封包延伸
802.11ax 的新架構和應用，代表封包結尾新增了幾個新欄位。

首先為 HE-SIG-A 欄位，此欄位中包含接續封包的相關資訊，
例如下行或上行鏈路、BSS 色彩、調變 MCS 速率、頻寬及

圖 17：填補、結尾位元和封包延伸

填補項目可能會加在封包裝載後方。使用 OFDMA 時，如果

如果 AP 運作良好 (假設系統在設定容量中運作)，需用到的填補

由傳輸器所建立的訊框長度不足以填滿協商的傳輸機會，就

微乎其微。如果訊框較「短」，MCS 速率就必須降低，才能改善

需要進行填補。決定理想頻寬使用量的計算作業會由 AP 執

傳輸的錯誤率，因而導致持續時間延長。

行，該作業會影響傳輸中已分組訊框的子頻道、MCS 速率
和傳輸功率，藉此確保所有傳輸都能同時開始與結束。這項
程序相當重要，因為頻道中的其他裝置 (包括接續 802.11ax 訊
框的裝置) 接收到的訊號必須為能用於填滿頻道的特定功率層
級，才能使其 CSMA/CA 爭用機制正確運作。填補可能會計入
前向錯誤修正 (FEC) 的計算中，或在計算出結果後才加入。

結尾位元可能會加到資料欄位後方。結尾位元僅需採用 BCC 錯誤
修正時使用，採用 LDPC 時不必。此欄位位於 802.11ax 之前。(二
元迴旋碼 (Binary convolutional codes, BCC) 使用於初期的 802.11 標
準，目的為修正錯誤。隨著資料速率提升，BCC 解碼器也越趨複
雜，如今高資料速率情況下都改用複雜性較低的低密度同位檢查
(low-density parity check, LDPC)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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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包延伸欄位可能會加到訊框尾端。該欄位用於讓接收器

封包聚合

獲得額外時間來處理訊框內容，然後再以其自有訊框進行回

封包聚合的技術在 802.11n 中推出，且獲得廣泛使用，尤其在串

應，初次有技術能夠發現 802.11 中部分晶片可能會將某些

流影片必須依靠 Wi-Fi 傳送的使用情況中。

功能移至較慢的軟體層，而非快速運算的硬體中。需要額外
時間來處理所接收訊框的用戶端必須將其需求透過訊號傳
送給 AP：封包延伸的允許值為 0、4、8、12 或 16 微秒。

圖 18：MAC 聚合

MAC 聚合的價值有賴更有效率地使用廣播，以便提高輸送
量和容量。這種情形源自於兩種效果。
A-MSDU 聚合需要僅在序列中的第一個封包使用完整的
MAC 標頭，以便減少標頭額外負荷。這麼做的效果極為顯
著，但消除每個封包的爭用則更為明顯：在同時採用 AMSDU 和 A-MPDU 聚合的情況下，傳輸器得以協商覆蓋多
個包封的傳輸機會，大大減少爭用負荷。

多使用者模式的控制
ax 包括兩種多使用者模式：運用空間多樣性的 MU-MIMO，以及以
頻率為維度的 OFDMA。這兩種模式都能允許 AP 和多個用戶端裝置
之間的同時雙向通訊，而 802.11ax 為兩者提供通用的控制機制。
下行和上行鏈路不同：前者沒有事先訊號，AP 僅會在合適的模
式中開始傳輸，而接收器會在封包抵達時進行同步。不過多使用
者的上行鏈路流量需要特殊的「觸發」訊框，在此訊框中 AP 會
將 MU-MIMO 群組和 OFDMA 資源單位配置到用戶端，並向用戶

802.11ax 的封包聚合技術雖然並未改變，但依然在最佳化
網 路 容 量 方 面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它 能 搭 配 MU-MIMO 和

端告知該配置動作，而這個程序需要 AP 向用戶端輪詢上行鏈路
流量需求。

OFDMA 使用：在本白皮書的所有 OFDMA 範例中，子頻道
內的封包經常都是聚合封包。

下行鏈路多使用者控制
下行鏈路多使用者控制沒有事先訊號：所有相關資訊皆包含在封
包標頭中 (具體來說是 HE-SIG-B 欄位)，此標頭僅包括在下行鏈路
多使用者訊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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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多使用者下行鏈路模式的控制

HE-SIG-B 是相當複雜的欄位。依 AP 處理的用戶端數量而

802.11ax 的規格需要傳輸器同時在多個 20 MHz 頻道中形成

定，它的長度可變，且還有兩種不同資訊類型：通用和使

HE-SIG-B 欄位，得占用已配置頻道的完整頻寬。因此，如果

用者專用。

AP 使用 80 MHz 的頻道，就會傳輸 4 個 HE-SIG-B 欄位，每個
20 MHz 子頻道一個。

通用欄位會識別將使用的 OFDMA 子頻道或 RU 架構，例如
18x 26 RU 或 2x 242 RU。它也包括所有傳輸皆常用的其他
資訊。

HE-SIG-B 欄位提供用戶端裝置需要的所有資訊，使裝置發現
自身為訊框意圖要接續的接收方，以及接受並解碼該訊框所
需的資訊。

通用欄位後方為一系列使用者專用欄位。AP 會使用這些欄
位來明確識別如何向個別用戶端傳輸流量，包括空間串流
的數量、將使用的 MCS，以及是否會使用波束成形。

圖 20：多使用者下行鏈路模式的控制

在圖 20 中，下行鏈路顯示了多使用者訊框如何接續在簡單

觸發訊框的選項有 BlockAck 要求 (MU-BAR)、緩衝狀態報告

的格式後方，無需觸發或訊號訊框。然而，這種模式也會

(BSRP)、頻寬查詢報告 (BQRP)，以及基本封包前序編碼中的

變得更加難以管理認可信號，因為在多使用者模式中，上

上行鏈路多使用者回應排程控制欄位。

行鏈路傳輸需要 AP 的協調和觸發訊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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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多使用者下行鏈路模式的控制

BlockAck 可搭配下行鏈路 MU 模式使用，使一組 MU
BlockAck 得以延後至下行鏈路資料訊框的群組尾端，在
TXOP 限制最高為 4.096 毫秒的相同傳輸機會中獲得傳
輸。如此一來，爭用及多個認可信號造成的額外負荷就

上行鏈路多使用者控制
上行鏈路比下行鏈路更為複雜，因為 AP 必須先找出用戶端可傳輸
的流量。因此，它必須計算 MU-MIMO 群組和 OFDMA RU 的理想
配置，然後將配置資訊透過訊號傳送給用戶端，同時使用戶端同
步化要傳輸的資訊。

得以減少。
(802.11ac 提供下行鏈路多使用者 MIMO，但沒有上行鏈
路多使用者模式，因此下行鏈路 MU 傳輸的接收方必須
連番認可多個訊號，導致時間浪費在廣播上。而
802.11ax 方法就是 802.11ac 的改良。)

圖 22：多使用者上行鏈路模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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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發訊框格式如上所示。當中包含以下資訊。

• 多 使 用 者 BlockAck 要 求 (Multi-user BlockAck Request, MU-

• 上行鏈路傳輸視窗的長度

BAR)：這個觸發訊框會同時向多個用戶端裝置要求 BlockAck。

• 要傳輸的用戶端裝置

使用者資訊欄位會指定即將獲得認可的訊框。

• 每個用戶端裝置要使用的 OFDMA RU

• 多使用者傳送要求 (Multi-user Request To Send, MU-RTS)：這個

• 每個用戶端裝置要使用的空間串流數量

觸發訊框用於在傳輸前清除廣播訊號，與單一使用者 RTS-CTS

• 每個用戶端裝置要使用的 MCS 調變層級

的方式一樣。

• STBC 功能是否要使用於上行鏈路
• AP 用於用戶端傳輸所需的訊號強度 (依用戶端使用的
AP 傳輸功率等級、用戶端的接受 RSSI 等級和頻道互易
性假定來計算)
• (上行鏈路 MU-MIMO 推遲至 wave 2，但必需欄位已在
802.11ax 標準中完成定義。)
這種訊框的功能相當多元，因為它能和上列多種其他功能
串聯。
• 基本觸發訊框：沒有額外功能，可指定用戶端裝置回
應的方式和時機。
• 波束成形報告輪詢 (Beamforming Report Poll, BRP)：會
向用戶端裝置收集波束成形報告。使用者資訊欄位會

• 緩衝狀態報告輪詢 (Buffer Status Report Poll, BSRP)：這個觸發
訊框允許 AP 找出用戶端裝置等候傳輸的流量，使 AP 得以有效
安排上行鏈路流量。
• 頻寬查詢報告輪詢 (Bandwidth Query Report Poll, BQRP)：這個
觸發訊框會要求用戶端裝置回報 20 MHz RF 頻道的佔用情形，
讓 AP 能夠有效控制上行鏈路頻道使用量。
• 可重試的群組傳送多使用者 BlockAck 要求 (Group Cast with
Retries multi-user BlockAck Request, GCR MU-BAR)：這個聽起
來很嚇人的訊框，使用於 AP 建立多點傳送群組並向每個群組
成員收集 BlockAck 的情況。
只要 AP 要啟動一組上行鏈路多使用者訊框，就需要用到其中一種
觸發訊框。

指定波束成形報告的格式。此訊框中沒有通用欄位。

圖 23：多使用者上行鏈路模式的控制

19

802.11A
X

白皮書

觸發訊框用於將用戶端對應到各自的 OFDMA RU 和 MU-

802.11ax 多使用者模式的 AP 排程

MIMO 群組，當中包括時機和 MCS 調變率資訊，以及傳輸

在增加 OFDMA 和上行鏈路 MU-MIMO 技術之後，AP 必須執行

功率說明。

舊世代 802.11 不需要的額外功能。為了在重負載系統中達成理

用戶端裝置會在指定的時間開始在其指派的 RU 或 MIMO 群

想效能，下行與上行鏈路流量的排程作業相當重要。

組中進行傳輸。
AP 通常會在上行鏈路資料訊框後傳輸認可訊框。此訊框若
不是透過多使用者傳輸個別處理具有 block-ack (BA) 訊框的用
戶端，就是包含在接續 802.11ax 的訊框中的新型「多站台
BlockAck」訊框，或 802.11ax 訊框。

圖 24：下行鏈路多使用者模式的 AP 排程

802.11ac 提供下行鏈路 MU-MIMO 技術時，AP 承擔了監控下

不過上行鏈路方面還要更複雜。雖然上行鏈路 MU-MIMO 會

行鏈路流量和判斷如何為不同封包分組的重任，藉此充分利

推遲至 802.11ax wave 2 才提供，上行鏈路 OFDMA 將成為

用對眾多用戶端中的 MU-MIMO 群組分布。舉例來說，有時

802.11ax 設備第一波的重要功能。多使用者操作需要 AP 學

候進入緩衝以填滿傳輸群組，也是理想的狀態。

習用戶端的緩衝狀態和流量串流，然後完成等同於上行鏈

識別群組在 802.11ax 變得更為複雜：未來若計入訊號強度
(與 AP 的距離) 也許能改善效率增益，因為真實世界部署的資

路的計算，接著再針對理想的系統效能發送與協調上行鏈
路多使用者傳輸的訊號。

料會累加，大數據和機器學習將有機會分析效能並改善排程

這項功能已經使用於行動網路系統中，該系統的基本站台在

演算法。

其排程演算法中並用了相當有用的專業技術和智慧財產。期

透過 OFDMA，下行鏈路的流量清理問題擁有了新的面向：

待 802.11ax AP 也能有相同的發展。

如今 AP 必須搶在發生緩衝之前，同時將 MU-MIMO 群組和
OFDMA 頻道 (以及適用 802.11ax 的用戶端) 納入考量，並為
封包重新排序與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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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下行上行鏈路多使用者串聯式訊框交換

AP 可用的最有效率多使用者配置會串連上行和下行鏈路

802.11ax 標準維持了 8 天線的上限，而在 5G 開始投向「巨量 MIMO」

的多使用者訊框組合，在 MU-MIMO (僅在 wave 1 中進行

擁抱的同時，新標準很可能會以相同技術迎來機會，打造最多達 8 天

下行鏈路) 和 OFDMA 的空間中多工作業，如上圖所示。

線的創新 802.11ax 產品。超越 MU-MIMO 的優勢包括波束成形和具

下行鏈路封包包括認可信號和觸發信號，而上行鏈路則

備更多天線的 MRC，以及 AP 可更有效地對 1 及 2 天線用戶端裝置空

是也會遞送認可信號的觸發式訊框，且全都受 AP 的控制

間進行分組。

與組織。

高密度 AP 與用戶端狀況、效能敏感的應用方式，以及點對點連

有意思的地方在於，802.11ax 的新型多使用者模式搭配

結，於是都變為可行市面上仍會生產大量 4 天線或以下的產品供消

AP 的有效排程，使得 Wi-Fi 系統能夠透過近期的行動網

費者和企業使用，但這些產品都將只是中階產品。

路 (TDD + TDM/TDMA + OFDMA) 模式發揮作用。AP 能夠
為上行和下行鏈路安排連續的多使用者傳輸機會，且在
適當流量下，與過往 802.11 協定相關的個別封包額外負
荷已經幾乎快要消失。另一方面，用戶端數量的擴大和

要讓用戶端增加天線數量，似乎漸漸變得不太可能。許多智慧型手
機和平板電腦支援 2 個空間串流，這種技術似乎能滿足其效能需
求：額外天線的增益將會納入 AP 能支援的整體容量當中：越來越
多用戶端將能超越以往地提供更高的資料速率。

OFDMA 頻寬指派的細微度，使得裝置能夠適應極廣泛的
用戶端密度和流量狀況。

高順序調變
如今新的 802.11 實體層增修項目都會增加最高調變層級，這樣的修

8 天線存取點和用戶端裝置

正已然是常態，且 802.11ax 在 802.11ac 還增加了兩個 1024-QAM

802.11ac 標準擴充至 8，該數字是存取點或用戶端可使

速率。

用的最大指定天線數量。在當時儘管已存在許多 4 天線
的 802.11ac 存取點，但沒有設備供應商膽敢投資超過 4
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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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024-QAM 調變

從 256-QAM 到 1024-QAM 的轉變將每個 OFDM 符元可運

與低雜訊的最純淨條件下運作。這是因為接收器必須決定調變層

載的位元數量從 8 提高至 10，使資料速率和頻譜效率上

級，為每個軸 (振幅及相位或正交) 選擇 32 種狀態之一，而非為

升 25%。不過，一如過往，這項改良僅可在高訊號層級

256-QAM 選擇 16 者其一，或為 64-QAM 選擇 8 者其一。

圖 27：802.11ax 接受敏感度需求

下方圖表顯示，解碼 80 MHz、1024-QAM 5/6、MCS-11
訊框所需的接收功率層級接近 -45 dBm，是相當高的層

第一張表顯示了 20、40、80 MHz 頻道的資料速率 (單位為 Mbps，
短保護間隔)。

級。這個數字說明了一切。下方有幾張 802.11ax 的速率
表 (160 MHz 頻道正好為 2x 8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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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802.11ax 選定速率 (以 Mbps 計，短防護間隔)

(具備 8x SS 和 MCS 11 的 160 MHz 頻道最大速率如今已達 9607.8 Mbps。)
下表則顯示了子頻道的資料速率 (單位為 Mbps，短保護間隔)。
表格 4：802.11ax 選定速率 (以 Mbps 計，短防護間隔)

多使用者模式的傳輸功率控制

在經過探測程序之後，AP 能學習用戶端接收訊號的方式，使

802.11ax 的多使用者模式大幅提升了傳輸功率層級的掌

其得以估算路徑損失和 RF 頻道條件。如此一來，它就能根

控性，而多數掌控性有賴於 AP。這樣的調整應能有效

據用戶端的特定訊號層級調整其傳輸功率，或者更頻繁地調

提升用戶端的電池壽命，此外，舉例來說，在用戶端目

整訊號對雜訊與干擾的比例 (signal-to-noise-and-interference,

前趨向以最大功率傳輸的情形下，雖然 AP 在密集的多

SINR) 層級。由於 MCS 和錯誤率都與 SINR 有關，AP 能選擇

AP 部署環境中功率可能下降，導致干擾半徑增加，但

透過降低錯誤層級來進行最佳化，或提高 MCS 及/或傳輸功

上述調整也應能限制同頻干擾。

率來增加資料速率與縮短廣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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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項有意思的可能性：提高特定 OFDMA RU 中的傳輸

能會藉由這些動作來最佳化 OFDMA 封包的封裝，但它另外也可能

功率，同時降低他者使用的功率。這項可能性的有趣之處

尋求減少特定用戶端使用的傳輸功率，完成延長電池壽命或干擾

在於能開啟「填水」機會，這是一種將資源配置到最有效

最佳化的目的。

接收方的技術，但也能讓 AP 針對特定子頻道以超越允許的

802.11ax 的省電機制

功率層級 (EIRP) 進行傳輸，同時降低使用在他者的功率。只

802.11ax 的其中一項目標是藉由 4 倍因數來改善效能，同時維持耗

要 20 MHz 頻道的整體 EIRP 仍在上限之內，這項組態就不會

電需求不變或加以改善。隨著 IoT 市場興起，效能天秤另一端的省

逾越規定。

電機制也是一項重點。

透過新的多使用者訊號發送機制，AP 現在已能控制用戶端

802.11 標準之前已存在幾種省電機制；這些機制目前都還在，但

的傳輸特性。在 wave 1 階段，這種技術僅適用於 OFDMA，

也補上了一項新機制：「目標等候時間」(target wait time, TWT)。

但到了 wave 2，上行鏈路 MU-MIMO 也將能接受控制。控制

(TWT 在低功率、長範圍 IoT 傳輸的 802.11ah 增修條文已經推出；

上行鏈路多使用者操作的欄位使得 AP 能夠依照所需 SINR 直

但由於 802.11ah 晶片和裝置並未在市場上普及，對於 Wi-Fi 設備的

接指定傳輸功率，而該功率是用戶端可從路徑損失的探測

使用者而言仍是一項新技術。)TWT 對於非頻繁通訊的電池供電裝

估算值所得出的。不僅如此，AP 還能指定要使用的空間串

置尤其實用。

流數量、MCS、OFDMA RU 和其他應使用的功能。AP 可

圖 28：802.11ax 以前的省電選項

現存的「舊有省電」機制早在首個廣泛使用的 Wi-Fi 標準

在明確的語音加載 Wi-Fi 支援功能加入 802.11e 後，IEEE 發現具備

802.11b 時已在使用。用戶端可在兩個或多個 AP 信標之間休

語音功能的裝置需要新的省電機制，因為語音封包需在極短的時

眠，在需要傳輸資料時醒來 (隨時都可傳輸，AP 並不休眠)，

間間隔中傳輸，通常為 20 毫秒。非排程自動省電傳遞 (Unscheduled

也會在信標含有傳送流量資訊圖 (delivery traffic information

automatic power-save delivery, U-APSD) 可讓用戶端在信標週期內的

map, DTIM，用於表示 AP 有下行鏈路資料在向特定用戶端

間隔休眠。就像省電機制，AP 會緩衝處理下行鏈路流量，直到用

進行傳輸時發生緩衝的位元圖) 時醒來。如果 DTIM 位元已

戶端醒來並要求流量。透過語音這類對稱流量，用戶端就能經常

根據用戶端而設定完成，用戶端就會在收到信標後立即傳

在相同的喚醒間隔中傳送與接收訊框。

送觸發訊框到 AP，藉此擷取資料。省電機制的設計相當有
效，但僅能使用戶端在少量的信標間隔中休眠，而用戶端
每秒通常要喚醒數次以讀取 D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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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802.11ax 的 TWT 省電選項

802.11ax 的新 TWT 機制可提供更彈性、長期，甚至多用
戶端的休眠安排。
首先，用戶端和 AP 之間的協商會為用戶端設定經協議
的喚醒與通訊排程。該排程通常為週期性的，不同活動

• 上行/下行鏈路位元能夠識別傳輸的訊框，也能識別 AP 或用戶端
裝置。它包括在每個前序編碼中。由於用戶端裝置不需要接收
其他用戶端的訊框，且一旦發現前序編碼中的「上行鏈路」位
元，就會馬上關閉無線電電路，因此這項功能很實用。

之間具有較長的多信標間隔 (長度達數分鐘，甚至數小

• 僅限 20 MHz 的選項可透過新設計使最低階晶片延長至最佳電池壽

時或數天)。到達指定時間時，用戶端會醒來，等候 AP

命，還可提供低耗電模式供特殊設備中的主流 Wi-Fi 晶片使用。

的輪詢觸發訊框 (多使用者模式必需) 並交換資料，隨後

• 多使用者訊號能使 AP 指出用戶端在傳輸中所需的訊號強度，並

再返回休眠狀態。由於 AP 會分別與各個用戶端協商，

指定需使用的 MCS。如果 AP 取得用戶端相關資訊，就能為電量

因此能將已排程的傳輸加已分組或分隔，以便達到最佳

受限的裝置最佳化上述設定。

流量效率或適應其他用戶端的流量需求。

• BSS 著色功能讓用戶端能夠在發現訊框並非自身所需時，立即停

這項標準允許上述個別 TWT 產生數種變化版本。許多

止接收訊框並返回休眠模式。此為 wave 2 功能 (請參閱附錄)。

用戶端希望能接收的多點傳送流量可由 AP 依信標發佈

• 「接收操作模式」和「傳輸操作模式」可讓用戶端減少資料傳

的排程進行設定。臨機式的省電方法使得 AP 得以發佈

輸當中使用的有效傳輸和接收鏈數量，也能減少頻寬。用戶端

間隔排程，指定任何用戶端的喚醒與要求封包交換時

可透過這項功能降低傳送與接收資料的尖峰耗電需求。雖然資

機，甚至在 OFDMA 亦可行。另外還有機制可供無關聯

料速率較低代表傳輸時間需要延長，對於 IoT 感應器來說卻是值

的用戶端在可能需要的資訊將為廣播時進行學習。

得一試的省電方法。

多種不同的多使用者模式都可搭配 TWT 使用，使得某
些選項相形複雜。但直接的目標還是在於獲得彈性且長
期的休閒間隔。
802.11ax 對於功率相當敏感：除了 TWT，它還有多項功
能可延長 IoT 感應器和其他用戶端的電池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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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 20 MHz 的操作

低耗電需求，但這類特殊晶片的市占率小，且其設計受限

自從 802.11ax 於 IoT 時代問世，就不斷對低成本、電池供電

於必須與其他 Wi-Fi 設備 (包括存取點) 互相操作的需求。

的用戶端裝置招手微笑。Wi-Fi 晶片的出貨量每年以數百萬

因此多數受聘於晶片供應商的 802.11ax 開發人員試圖透過

計，使得製造商能將這類複雜晶片的單位成本降至極低點，

多種方法提出新標準，填補這些複雜性與電池壽命方面的

但 Wi-Fi 與藍牙或 Zigbee 等其他替代方案相比之下，對於 IoT

漏洞。新的 TWT 省電協定應能使 Wi-Fi 型 IoT 感應器在耗電

感應器而言仍是較為昂貴的選項。Wi-Fi 晶片消耗的電量也

大為降低的情況下運作：如此一來將能縮小電池壽命的漏

是其他選擇的數倍之多。

洞，但 Wi-Fi 晶片的複雜性和涵蓋面使其不利於在極低成本

逐年以來，有多家專家晶片供應商推出改版的 802.11 晶片

的感應器中使用。

供 IoT 應用使用 (例如 Wi-Fi 資產標籤)，盡可能以多種方法降

圖 30：僅限 20 MHz 的操作

802.11ax 向新類型的晶片張開雙臂，試圖藉此降低複雜性。

用，使得這類裝置能夠在更為狹小的子頻道中進行傳輸與

如果供應商能夠吸引來自 IEEE 的潛在客戶，打造出這種

接收。當然了，20 MHz 頻道會對可支援的資料速率加諸限

Wi-Fi 晶片新類別，將能帶來相當有益的結果。

制，但這對 IoT 應用而言並不成問題。

僅限 20 MHz 的裝置在 2.4 或 5 GHz 頻帶中都能運作，但一次

(存取點必須能在 2.4 GHz 頻帶支援 20 MHz 頻道，在 5 GHz 支

只 能 使 用 20 MHz ， 且 須 在 指 定 的 主 要 頻 道 中 。 但 包 括

援 20、40 和 80 MHz 頻道，才能獲得 Wi-Fi Alliance 認證：僅

OFDMA 選項在內，幾乎所有 802.11ax 的其他強制功能都適

限 20 MHz 的頻道只適用於用戶端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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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型：802.11AX 能做到什麼？
802.11ax 主要使用案例

802.11ax 商業優勢
提高聚合網路輸送量

機場與車站

提高範圍內的速率

教育場所

尖峰連結輸送量提升

購物中心

降低額外負荷

無線辦公室

提高密集網路中的效率

智慧型車輛

提高戶外強度

體育館

降低耗電量

智慧城市

強化 Wi-Fi 共存

密集公寓建築
密集郊區住宅

圖 31：使用模型

密集部署與過度重疊的存取點
802.11ax 的主要目標或許是改善密集網路的效能。密集
網路有各種不同形式：狹小區域中的大量用戶端，或間
隔緊密的存取點，而過度重疊的存取點的管理有時通
用，有時也可能彼此截然不同。新定標準和認證即為上

在省電需求下，IoT 必然會增加住家、辦公大樓，甚或零售商店
中使用的 Wi-Fi 裝置數量。802.11ax 中數種功能擴充了能與存取點
建立關聯的用戶端裝置數量，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可同時作用的
用戶端數量。具體來說，OFDMA 使得頻域分割得更細，使低資料
速率與長休眠時間的大量裝置受惠，這正是 IoT 定義之一。

述所有情況提出解決方案。

長程範圍的戶外操作

如果是搭配小量高速率用戶端的分隔存取點，802.11ax

戶外點對點、點對多點及網狀市場，與家用和商業 WLAN 區隔市

可支援提升的資料速率與改良的多使用者 MIMO 操作，

場相較之下，經常不受關注，但它們代表著 Wi-Fi 設備中可調整

以便在可行情況下達成同時傳輸。資料串流包括多個短

大小且具有一致性的市場，且能受益於 802.11ax 的多項改良。

程訊框時，多使用者 OFDMA 則能大幅降低爭用及前序編

尤有甚者，行動網路產業的 5G 計畫其中一項重要目標是「固定

碼負荷。

無線存取」 (fixed wireless access, FWA)，這是一種透過無線網狀

當存取點重疊，透過 BSS 著色功能執行空間重複使用，

網路為都會區及郊區住家提供寬頻網際網路服務的技術。這個

則能降低存取點的通用頻道干擾半徑，改善大範圍內的

市場需要長程連結、高資料速率和低成本設備：802.11ax 改善了

同時傳輸，進而改善網路容量。

前兩者，而第三者一向是 Wi-Fi 的強項之一。的確，FWA 初次進

而存取點的 OFDMA 和多使用者上行鏈路控制則能在大量
用戶端彼此的資料速率和訊框長度各異時帶來效能改善。
低耗電，大規模：物聯網

場時，就將該類設備標榜為「暫行標準的 5G」 ，雖然實際上使
用的是頻率調整過的 802.11ac：如果透過 802.11ax 使用 Wi-Fi 晶
片則效能將會更強大。期望 802.11ax 的長程戶外操作所提供的
改良能帶動大幅突破現有與其他新市場。

業界持續在 802.11ax 世代尋求範圍更為廣大的 Wi-Fi 連線用
戶端，無論其是否稱呼為「IoT」都一樣 。業界期盼著新
的認證技術，尤其 TWT、僅限 20 MHz，甚至部分多使用者
控制功能以及 OFDMA，都能透過省電功能，為新興 IoT 市
場帶來電池壽命延長需求的大幅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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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相容、部署考量和升級策略

如此一來，在將 802.11n 或 802.11ac WLAN 升級為 802.11x 時

Wi-Fi 大可為其幾近無瑕疵的向下相容紀錄自誇。多虧了過

就能各自擬定不同策略。有些人喜歡以撒鹽般的拓樸方式分

去每個封包前序編碼的訓練欄位，即使 15 年之久的 802.11g

散新 AP，也有些人習慣一口氣升級建築物中的整個樓層或

設備也依然能解碼 802.11ax 訊框。雖然 802.11n 標準包括選

角落。兩種方式都可行。

用的「綠地」(greenfield) 模式，卻從未在出貨設備中實際
採用，且此後也不再提供「綠地」選項。
即使是延伸範圍的戶外功能，由於雙信標和其他特殊訊框會

802.11ax AP 提升的持久輸送量也可能促成回傳升級。雖然許
多 AP 支援雙向 1 Gbps 乙太網路連線，但長期來看，升級至
2.5 和 5 Gbps 乙太網路似乎更有吸引力。

與舊式設備不相容，也會因共置「舊有」AP 信標而受保護。

強制與選用功能
表格 5：802.11ax 主要功能：強制與選用

在本白皮書中，我們將 wave 2 功能移至附錄討論，因為可能
802.11ax wave 1 和 wave 2
802.1ax 搭配 wave 1 和 wave 2 已是既成事實，但明確的功
能區隔卻仍未定案。以下為本文撰寫當下 (2018 年初) 的目
前檢視表。
表格 6：802.11ax wave 1 和 wave 2 功能

要一直等到 2020 年，才能看到這些功能。
802.11ax 的 Wi-Fi Alliance 認證
2018 年初起，Wi-Fi Alliance 計畫為四種不同類型的設備提供
「Wi-Fi CERTIFIED AX」認證 (這些計畫可能隨時變動，預計在
2019 年中推出認證)。
• Wave 1 AP：此類是我們在住宅或企業環境中常用的存
取點。
• Wave 1 用戶端裝置：智慧型手機、電腦和其他消費者與
企業裝置的常見用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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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 AP：802.11ac 認證包括低耗電小型裝置的特殊選

• 20 MHz 專用用戶端裝置：此類別是專為 IoT 感應器市場開啟

項，這類選項也採納了 AP 功能性，而 802.11ax 持續沿用

的大門。許多標準用戶端裝置的強制功能已改為選用，方便

這個類別。此類別適用於功能性和效能可能受限的電池

較電池壽命較長但功能性較低的簡單裝置使用。

供電式行動存取點。行動 AP 不需要「Agile Multiband」認
證，而許多 OFDMA 和 MIMO 的相關需求皆獲得鬆綁，
使行動 AP 得以成為資料速率最大可達 MCS5 的單一串
流裝置。行動 AP 可能為僅限 2.4 GHz 使用或雙頻，若

效能預期
802.11ax 並未明確將尖峰資料速率設定為改善目標，反之整體聚
合效能才是最重要的目標。在這個前提下，後續章節將稍微說明
Wi-Fi 效能目前面對的困境，以及預期的效能改善方式。

為後者，則必須支援 20、40 和 80 MHz 頻道。

大量用戶端

圖 32：網路 (BBS) 容量對比用戶端數量

眾所周知，用戶端裝置數量增加時，存取點的整體資料輸

上方圖表顯示，網路容量一開始增加了，因為用戶端數量偏低，

送量就會下降。在討論爭用負荷時，我們已經說明過：由

無法填滿可用頻寬。越過此門檻後，當網路中存在 100 個用戶

於競爭傳輸機會的用戶端數量增加，平均等候時間也會增

端時，容量下降已達到 40%，且該下降趨勢還會往後持續。橘

加，而資料傳輸使用的廣播時間量會隨之減少。

線顯示 Aruba 的模型預測 802.11ax 之後會有顯著的改善。(本圖
表與後續圖表皆以 2x SS 操作條件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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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封包

圖 33：網路 (BSS) 容量對比封包長度

即使封包長度下降，每個封包的前序編碼與爭用負荷仍

802.11ax 包括一系列可改善這種小型封包容量下降

維持不變。因此負荷增加，整體存取點容量則下降。

的的方法：上方橘線就顯示了 Aruba 模型的結果。

窄頻 (OFDMA)

圖 34：容量與頻道寬度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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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普遍都能接受這樣的概念：在最高聚合輸送量之下，

模擬結果顯示，MU-MIMO 搭配長封包和高 SNR 最有效率，而

狹小區域中具有大量 AP 和用戶端的密集 WLAN 應設為大量

OFDMA 在全範圍的用戶端密度和封包長度分配中都很有效。

20 MHz 頻道，而非少量 40 或 80 MHz 頻道。

省電與電池壽命

這一方面是因為 BSS 著色技術能夠解決共頻干擾問題，一方

模擬結果預測，使用 TWT 將能延長電池壽命，尤其搭配僅限 20

面也是因為這麼做能減少每個 AP 的用戶端裝置數量，進而

MHz 頻道操作及 OFDMA 效果更顯著。部分估計結果顯示，Wi-Fi 感

降低負荷。OFDMA 可視為這類趨勢的延續，我們也期待它

應器電池壽命可接近藍牙低功耗 (Bluetooth Low-Energy, BLE)，不過

能再透過一系列機制為資料容量的系統級改善做出貢獻。

這項推測是在晶片已出貨，且設備也已建造及測試後才完成的。

上方圖表並未顯示技術方面的一致性：OFDMA 可負擔的上
升容量與頻道縮小趨勢的容量不盡然相同，但卻能說明
OFDMA 為網路容量帶來的效果。

歷年 802.11 頻譜效率，單位為 bps/Hz
由於近年業界對未授權頻譜的 LTE 和 5G 波形興趣濃厚，頻譜效率
(每頻譜 Hz 可達成的資料速率) 再度大受關注。

MIMO 與多使用者效應
與不同天線和裝置之間同時往來的傳輸資料容量相當強
大。初次推出時是在 802.11n 的單一使用者 MIMO，到了

Wi-Fi 在頻譜效率方面的紀錄相當出色，下圖也清楚顯示，不過該
數據極度仰賴 MIMO 效應。

802.11ac wave 2 時則擴充至下行鏈路多使用者 MIMO ，且
同樣在 802.11ax 採用了雙向的 OFDMA。

圖 35：過往的 802.11 頻譜效率，單位為 bps/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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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化
多數國家/地區的可用 RF 頻道打從 802.11ac 起就沒有什麼改

不過，放眼未來，Wi-Fi 產業已然採取數項行動，爭取讓 Wi-

變：在美國，FCC 於 2014 年宣布的變更中不允許在戶外使用

Fi 使用更多未授權頻譜。

5150-5250 MHz 頻帶，且在經修改的 DFS 測試限制下，僅激
起一陣短期的 5600-5650 MHz 操作環境禁令。

圖 36：可於 802.11ax 使用的 5 GHz 頻道 (美國)

結論

Wi-Fi 初 次 踏 足 這 個 市 場 時 是 「 延 伸 範 圍 ah 」 ( 根 據 IEEE

未來幾年，Wi-Fi 雖然備受看好，但也同時充滿不確定性。

802.11ah)。這是一項全面性的標準，但已有幾年停滯不前

802.11ax 就是 Wi-Fi 針對這些機會和挑戰做出的回應，預計

了：晶片製造商有諸多理由不再製造「ah」晶片。因此，Wi-

從 2019 起至 2024 的未來五年間，我們將逐年歷經 802.11

Fi 承擔著錯失 IoT 市場中大比例客群的風險。802.11ax 有幾項

的增修。

功能使 IoT 顯得更吸引人，不過 Wi-Fi 是否能贏下這個市場的

在現有用戶群為 80 億人之下，Wi-Fi 晶片每年的出貨量為

大多數用量，仍然有待觀察。

30 億張。每部智慧型手機和電腦都搭配 Wi-Fi 晶片，每個

另一方面，法規上的變更也在進步。舉具體案例來說，美國

寬頻家用網際網路連線都因 Wi-Fi 而結束，這項技術已開

FCC 提倡的「公民寬頻無線電服務」(citizens broadband radio

始打造戶外點對點連結，且為汽車產業和智慧工廠開啟未

service, CBRS) 可提供輕度授權的頻帶；他們過去曾一度冀望這

來之路。

樣的倡議可使私人組織輕易購買半獨家授權來使用 3.5 GHz 頻

不過，一如每個成功的產業，Wi-Fi 也在尋求更加快速的成
長。多條康莊大道已然鋪好，但為了符合需求，仍需要完
成各項改變。

帶的頻譜。針對 CBRS 提出的活動零零總總，然而由於法規始
終未塵埃落定，因此仍存在不確定性。然而，公共與私人 LTE
和 5G 服務似乎都會使用這個頻帶，而 Wi-Fi 卻沒有任何產品計
畫，還讓出了該倡議。

眾所承認，物聯網 (IoT) 在未來幾年將會成長為龐大的市
場。但 IoT 經常都需要電池供電裝置、觸及範圍達上百公
尺的無線連線，以及極低成本的小涵蓋面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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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頻譜與規定方面則有更為全面的轉變正在醞釀。夾

在體育館、機場、授課講堂和會議中心等存取點採用通用管理的

雜在行動業者的攻城掠地當中，為了尋求更多 5G 頻譜，

場合，新功能還能提供更優異的控制性，為大量使用者帶來更大

政府機關與軍方、衛星使用者、雷達等有使用訊號必要的

的網路容量和更高的效能。

組織抗拒著頻譜共用提議，而 Wi-Fi 想要針對預算和 2.4 及
5 GHz 這兩個相對頻譜廣泛但越來越常塞車的頻率帶討價
還價，卻又捉襟見肘。的確，Wi-Fi 所面對的一大威脅，就
是由於使用度過高之故，人們逐漸認為 2.4 GHz 頻帶在高樓

用戶端如要傳輸短封包，OFDMA 是理想選擇，而 IoT 感應器等低
頻寬裝置也能因 TWT 這類省電功能而受益。上述項目與僅限 20
MHz 功能應當能為這個市場量身訂做，促成極低耗電晶片世代的
興起。

大廈和市中心很「沒用」。業界並沒有消極以對：2017 到
2019 年間，他們試圖以一項強大的遊說行動使 6 GHz 範圍

而戶外點對點與點對多點無線網路這個經常在 Wi-Fi 設備中被遺忘

中的頻帶獲得開放，而這些行動獲得法規訂定機關的認

的市場，將因延伸範圍和抗擾性提高的功能而成長。的確，在 5G

同。但前述所有威脅的結局仍不明朗：為了持續在市場取

設定的目標之下，為了爭逐郊區社區的家用寬頻服務使用的最新

勝而投入保衛 Wi-Fi 所需頻譜的競賽，完全還沒有結束。

一波固定無線存取網路，各家競爭者比起 4G 或 5G，更傾向選用

而 5G 追求強大、徹底、有吸引力且全面的願景，則壟罩

價格和效能表現出色的 Wi-Fi 晶片。

著所有 Wi-Fi 的中短期計畫。在以 LTE 的強度為基礎下，行

最終結果會如何？Wi-Fi 生態系統比起行動網路產業更加未經協調

動業者試圖使用 5G 突破消費者手機市場，搶進 Wi-Fi 今日

與刻板，但卻展現出有能力集結無法預期的功能組合與解決新問

仍支配著的多個市場，包括家用寬頻、智慧汽車、工廠和

題。802.11ax 的功能為如今已對 Wi-Fi 技術具備深度專業的公司提

城市，以及企業網路連線。就許多方面而言，802.11ax 就

供工具，讓他們便於邁向已然新興的市場，並對新機會做出反

是 Wi-Fi 面對 5G 願景的答案，但由於 Wi-Fi 和行動業者生

應。最可能的結局是歷史終將重複自我，而 Wi-Fi 將會在源源不絕

態系統之間的差異，這個答案仍太狹隘，且稍顯粗略。各

的挑戰中持續成長。

家 Wi-Fi 業者短期內都面臨一項認知：對於他們始終在逐
一解決的眾多問題而言，5G 才是全面性的答案。

附錄 (現有功能及推遲至 wave 2 的新 802.11ax 功能)

儘管眼前有這麼多挑戰，Wi-Fi 依然能帶著極樂觀的態度面

附錄 於 802.11ax 沿用的 802.11ac 現有 MIMO 功能

對未來。短短 20 年裡，它突然就這麼從天外降臨，成為家

所有在 802.11ac 使用的 MIMO 和波束成形功能皆延續至 802.11ax：

喻戶曉的名字，也成為到處都在使用的技術。在支援 Wi-Fi

下方將有完整說明。802.11ax 在 wave 1 採行了下行鏈路 MU-MIMO

的各大公司歷經一番艱苦辯論後，納入 802.11ax 的功能不

(並使用新的控制架構)，並在 wave 2 採行 MU-MIMO。

僅僅只是為了追求在「最佳情況」條件下提高資料速率，
也是為了回應真實世界中經常因 Wi-Fi 太過普及所帶來的
實際問題。
BSS 著色、多使用者排程和向下相容等功能，都將使因許
多未經協調的 Wi-Fi 存取點和用戶端裝置在極近距離內操
作而導致壅塞的區域獲得效能的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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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SU MIMO 技術，多天線用戶端

802.11ax 的波束成形一律會使用用戶端裝置傳向 AP 的顯式回饋來計算理想傳輸訊號加權。此功能完整不變地沿用自 802.11ac。

圖 38：波束成形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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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02.11ax wave 2 功能：上行鏈路 MU-MIMO
上行鏈路多使用者 MIMO 比下行鏈路版本還更簡單：無需探測和天線加權。

圖 39：Uplink multi-user MIMO transmission

多使用者 MIMO 最困難的工作是在用戶端觸及 AP 天線時

如果這些裝置感應到超出特定功率門檻的能量或廣播中的 Wi-Fi

同步不同用戶端的波形。

訊框，就會延後傳輸，並使用退避演算法於稍後再返回廣播

當 AP 發現這類群組時，會考量其訊號和流量的多種層
面，然後引導這些群組適當地同時進行傳輸。

中，再次進行感應，確保訊號清晰再行傳輸。CSMA/CA 協定
是 Wi-Fi 相當成功的技術。這項技術經發佈，代表每部裝置都
能分別進行傳輸決策，因此允許未協調的不同基本服務組合

這項功能採用與 OFDMA 上行鏈路方向相同的控制機制，

(BSS 服務或行動網路，各自皆有存取點) 發生重疊。

但由於過於複雜，已推遲至 wave 2。
重疊是因為 CSMA/CA 協定的 Wi-Fi 存取點可彼此相鄰進行設
附錄 802.11ax wave 2 功能：MU-MIMO 和 OFDMA 組合

定，無須協調頻道或其他組態，且各自能支援與用戶端成功通

如前文提及，在單一封包中結合 MU-MIMO 和 OFDMA 即

訊。Wi-Fi 在「分享」廣播方面非常出色，舉例來說，完全不

便理論上可行，但因為實作太複雜，相關支援已推遲至

需要行動網路的逐基地台管理方式。但當空間中 (例如市中心

wave 2。

或公寓建築) 存在過多未經協調的 BSS 重疊時，CSMA/CA 在網

附錄 802.11ax wave 2 功能：空間重複使用

路容量方面可能變得相當無效。

Wi-Fi 打從一開始即使用名為 CSMA/CA 的媒體存取協定，
在這種協定中，包括 AP 在內的所有裝置都會在需要傳輸
封包時感應到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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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BSS 著色：共頻干擾

這是因為無線訊號未經恰當限制，正如我們通常會用圓形

的 80MHz 頻道 (於 802.11ac 推出)，即使 5 GHz 頻帶也僅能支

或六角形來代表訊號，但訊號其實會蔓延至更遠。AP 和用

援少數非重疊頻道。因此，即便在企業網路中，相同頻道

戶端裝置使用充足的傳輸功率在 BSS 半徑內進行可靠的傳輸

中的 AP 彼此相鄰有時仍然無可避免，而當 AP 未經協調，同

時，它們的訊號在基地台範圍的邊緣依然相當強，並在隨

頻或共頻干擾就變得很常見。在這種情況下，就算存在兩

距離衰退的過程中蔓延至鄰近基地台。在 AP 受管的企業網

部或以上 AP 與多部用戶端裝置，一次還是只有一部 AP 或裝

路中，RF 頻道計畫會試圖分隔頻率的重複使用，以便讓相

置可進行傳輸，因為 CSMA/CA 會使其他裝置延後傳輸。

同頻道中的 AP 保持距離，不會彼此干擾。但對於廣泛使用

圖 41：BSS 著色：前後對照

BSS 著色能夠運作，是因為能區分「相同 BSS」和「遠距 BSS」

需注意的是，雖然 802.11ax 傳輸標榜的「BSS 著色」選項屬

傳輸，並套用不同 CSMA/CA 功率門檻。除了兩個功率門檻之

於標準的一部份，以合適的「色彩」來設定 AP 的演算法和

外，這項技術允許不同基地台進行同時傳輸，而每部用戶端

機制則掌握在設備供應商手中。802.11ax 推出時，我們可能

裝置則會維持兩個網路配置向量 (network allocation vectors,

會注意到一系列自動與半自動組態的功能。

NAV)，讓裝置了解媒體將受佔用多久。
這項變更並非顯然正面的：同時傳輸有可能因為訊號對雜訊
與干擾的比例 (SINR) 降低之故，導致一或兩個訊框同時在接收
器失敗，不過重新傳輸將能復原錯誤，並由於此功能之故，

附錄 802.11ax wave 2 功能：戶外與長程範圍操作。
802.11ax 包括一系列對於戶外和長程範圍操作很實用的功
能，主要以點對點連結為目標。最大的創新則是單一使用
者延伸範圍訊框。

得以透過模擬預測真實環境中 Wi-Fi 部署的顯著容量增強。

36

802.11A
X

白皮書

圖 42：單一使用者延伸範圍訊框

訊框中包括前序編碼裡的中繼 HE-SIG-A 欄位，以便加強對付

• 雙信標，亦即中繼信標 (由於主流裝置無法讀取這類信

訊號衰退及干擾。這項技術經指定，僅能使用一個空間串流
和低資料速率，兩者原因相同。

標，這種方法必然要搭配傳統信標)
• 雙子載波調變 (dual sub-carrier modulation, DCM)，可在

在長程範圍操作中，較長的循環字首選項 (1.6 和 3.2 微秒)
可搭配此訊框使用，藉此應付長延遲的多重路徑。

兩個子載波複製相同訊號。此為 802.11ax 的新技術。
上述所有功能會一同推出，但可能全都推遲至 wave 2。

其他延伸範圍的方法包括：
• 選用 10 MHz 頻寬，可供封包 (106-RU 子頻道) 搭配使用
附錄：縮寫

ER

延伸範圍 (Extended Range)

FCC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存取類別 (Access Category)

FDD

頻分雙工 (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

ADI

關聯識別碼 (Association Identifier)

FFT

快速傅立葉變換 (Fast Fourier Transform)

A-MSDU

聚合 MAC 服務資料單元 (Aggregated MAC
Service Data Unit)

GCR

可重試的群組傳送 (Group Cast with Retries)

A-MPDU

聚合協定服務資料單元 (Aggregated MAC Service
Data Unit)

GI

保護間隔 (Guard Interval)

HE

高效能

3GPP

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
Project)

AC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亞太地區

AP

HT

高輸送量 (High Throughput)

BAR

Block-Ack 要求 (Block-Ack Request)

HEW

高效能無線 (High Efficiency Wireless)

BCC

二元迴旋碼 (Binary Convolutional Coding)

LTF

長訓練欄位 (Long Training Field)

BQRP

頻寬查詢報告輪詢 (Bandwidth Query Report Poll)

MIMO

BRP

波束成形報告輪詢 (Beamforming Report Poll)

多重輸入，多重輸出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

BSRP

緩衝狀態報告輪詢 (Buffer Status Report Poll)

NDP

Null 資料封包 (Null Data Packet)

CP

循環字首

OFDM

正交分頻多工 (Orthogonal 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xing)

CSI

頻道狀態資訊 (Channel State Information)

OFDMA

CSMA/CA

具避免碰撞的頻道感測多重存取 (Channel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Avoidance)

正交分頻多重存取 (Orthogonal Frequency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L-

舊有 (Legacy)

CTS

接受傳送 (Clear To Send)

LDPC

低密度奇偶檢查 (Low Density Parity Check)

DCM

雙子載波調變 (Dual sub-Carrier Modulation)

MAC

媒體存取控制 (Medium Access Control)

DFS

動態頻率選擇 (Dynamic Frequency Selection)

MCS

DL

下行鏈路 (Downlink)

調變與編碼方式 (Modulation and Coding
Scheme)

EIRP

有效等向輻射功率 (Effective Isotropic Radiated
Power)

MU

多使用者 (Multiple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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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

網路配置向量 (Network Allocation Vector)

TDM

分時多工 (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

NDP

Null 資料封包 (Null Data Packet)

TDMA

分時多重存取 (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NDPA

Null 資料封包宣告 (Null Data Packet
Announcement)

UL

上行鏈路 (Uplink)

PE

封包延伸 (Packet Extension)

VHT

極高輸送量 (Very High Throughput)

PLCP

實體層收斂協定 (Physical Layer Convergence
Protocol)

Wi-Fi

非縮寫

PPDU

PLCP 協定資料單元 (PLCP Protocol Data Unit)

WISP

無線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 (Wireles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RF

無線電頻率 (Radio Frequency)

RSSI

接收訊號強度指標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

RTS

傳送要求 (Request To Send)

RU

資源單位 (Resource Unit)

SINR

訊號對干擾與雜訊比例 (Signal to Interference
and Noise Ratio)

SNR

訊號對雜訊比 (Signal to Noise Ratio)

STA

站台 (Station)

STF

短訓練欄位 (Short Training Field)

STS

空時串流 (Space Time Stream)

STBC

空時區塊編碼 (Space-Time Block Coding)

SU

單一使用者 (Single User)

TCP/IP

傳輸控制協定/網際網路協定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 Internet Protocol)

TDD

分時雙工 (Time Division Du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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