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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道扫描
1.1 信道扫描简介
信道扫描是指接入点通过轮询需要扫描的信道，捕获空间介质中存在的无线报文。通过分析无线报
文，掌握接入点的服务质量，包括频段干扰、报文传输错误率、无线信号质量等接入点工作状态信
息及网络拓扑变化，为 RRM（Radio Resource Management，射频资源管理）、WIPS（Wireless
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无线入侵防御系统）等业务完成相应的功能提供数据依据。利用信
道扫描可以提高无线网络的工作质量，保证用户使用的无线网络安全、高效。

1.2 信道扫描工作机制
信道扫描的基本流程是：
•

当接入点不提供无线服务时，将轮询每一个信道进行扫描，时间为一个扫描周期。

•

当存在无线服务时，进行扫描周期和服务周期间隔切换，即每完成对一个信道的扫描，都会
回切到工作信道停留一段时间，在工作信道上完成服务业务。

为了满足服务业务对工作信道的特殊扫描需求，在服务周期内也对工作信道提供与扫描周期同等时
间的扫描。在这段时间里，扫描和数据转发同时进行，超过这段时间后，仅进行数据转发，不再进
行扫描。例如，当前工作信道为 6，扫描周期的扫描信道列表为 1、6、11，则最终的信道扫描流程
如 图 1-1 所示，并按照信道扫描列表进行循环扫描。
图1-1 信道扫描

1.3 配置信道扫描
1.3.1 配置扫描时长
扫描时长指信道扫描周期持续的时间，同时也用来约定服务周期内提供扫描的时间长度。
扫描时长不能大于服务周期的最大持续时间。当前扫描周期达到扫描时长后，将切换到下一个扫描
周期或服务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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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配置扫描时长（Radio 视图）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AP视图

wlan ap ap-name [ model model-name ]

-

进入Radio视图

radio radio-id

-

配置扫描时长

scan scan-time scan-time

缺省情况下，继承AP组配置

表1-2 配置扫描时长（AP 组 Radio 视图）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AP组视图

wlan ap-group group-name

-

进入AP型号视图

ap-model ap-model

-

进入Radio视图

radio radio-id

-

配置扫描时长

scan scan-time scan-time

缺省情况下，扫描时长为100毫
秒

1.3.2 配置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
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是服务周期可持续的最长时间。当前服务周期达到最大持续时间后，无论工
作信道上是否有流量，都将切换到下一个扫描周期。如果不限制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那么直到
信道闲置（工作信道上持续无流量的时长达到服务周期空闲时长）才会切换到扫描周期。不限制服
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使得 AP 始终优先保证服务类业务，只要存在业务流量，就不会进行扫描。
表1-3 配置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Radio 视图）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AP视图

wlan ap ap-name [ model model-name ]

-

进入Radio视图

radio radio-id

-

配置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

scan max-service-time
{ max-service-time | no-limit }

缺省情况下，继承AP组配置

表1-4 配置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AP 组 Radio 视图）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AP组视图

wlan ap-group group-name

-

进入AP型号视图

ap-model ap-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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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Radio视图

radio radio-id

-

配置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

scan max-service-time
{ max-service-time | no-limit }

缺省情况下，服务周期的最大持
续时间为5000毫秒

1.3.3 配置服务周期空闲时长
服务周期空闲时长指在服务周期内工作信道上持续无流量的时长。在服务周期内，如果持续无流量
的时长达到服务周期空闲时长，且当前服务周期已停留超过扫描时长，则切换到下一个扫描周期；
如果当前周期没有达到扫描时长，即使空闲时间超时，也不会切换到扫描周期，而是要等到当前周
期达到扫描时长才切换到扫描周期。服务周期空闲时长和扫描时长都不能大于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
间。
表1-5 配置服务周期空闲时长（Radio 视图）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并进入AP视图

wlan ap ap-name [ model model-name ]

-

进入Radio视图

radio radio-id

-

配置服务周期空闲时长

scan idle-time idle-time

缺省情况下，继承AP组配置

表1-6 配置服务周期空闲时长（AP 组 Radio 视图）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AP组视图

wlan ap-group group-name

-

进入AP型号视图

ap-model ap-model

-

进入Radio视图

radio radio-id

-

配置服务周期空闲时长

scan idle-time idle-time

缺省情况下，服务周期空闲时长
为100毫秒

1.3.4 配置信道扫描黑白名单列表
用户可以通过配置信道扫描黑名单或白名单控制射频扫描的信道，使射频可以只对特定的信道进行
扫描。配置信道扫描黑名单列表后，AP 不会对存在于黑名单中的非工作信道进行扫描，配置信道
扫描白名单列表后，AP 仅对工作信道以及存在于白名单中的非工作信道进行扫描。信道扫描白名
单和黑名单不能同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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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配置信道扫描黑白名单列表（Radio 视图）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创建并进入AP视图

wlan ap ap-name [ model model-name ]

-

进入Radio视图

radio radio-id

-

配置信道扫描黑名单列表

scan channel blacklist channel-list

缺省情况下，继承AP组配置

配置信道扫描白名单列表

scan channel whitelist channel-list

缺省情况下，继承AP组配置

表1-8 配置信道扫描黑白名单列表（AP 组 Radio 视图）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

进入AP组视图

wlan ap-group group-name

-

进入AP型号视图

ap-model ap-model

-

进入Radio视图

radio radio-id

-

配置信道扫描黑名单列表

scan channel blacklist channel-lis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信道扫描黑
名单列表

配置信道扫描白名单列表

scan channel whitelist channel-lis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信道扫描白
名单列表

1.4 信道扫描典型配置举例
1.4.1 转发相对优先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2 所示，AC和AP通过Switch相连，配置AP 1 的扫描时长为 200 毫秒、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
间为 5 秒、空闲时间为 100 毫秒，则AP 1 虽然会优先保证服务类业务，但如果服务周期达到 5 秒，
依然会切换到扫描周期。这种配置用于较普遍的扫描与服务同时进行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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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2 转发相对优先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手工 AP，名称为 ap1，并配置序列号。
<AC> system-view
[AC] wlan ap ap1 model WA5320E-WiNet
[AC-wlan-ap-ap1] serial-id 219801A1FF8171E00361

# 进入 Radio 1 视图。
[AC-wlan-ap-ap1] radio 1

# 配置扫描时长为 200 毫秒。
[AC-wlan-ap-ap1-radio-1] scan scan-time 200

# 配置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为 5 秒。
[AC-wlan-ap-ap1-radio-1] scan max-service-time 5000

# 配置服务周期空闲时长为 100 毫秒。
[AC-wlan-ap-ap1-radio-1] scan idle-time 100

1.4.2 转发绝对优先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3 所示，AC和AP通过Switch相连，配置AP 1 的扫描时长为 100ms、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
间为不限制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空闲时间为 100 毫秒，则AP 1 将始终优先保证服务类业务，
只要存在业务流量，就不会进行扫描。这种配置一般用于服务优先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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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3 转发绝对优先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手工 AP，名称为 ap1，并配置序列号。
<AC> system-view
[AC] wlan ap ap1 model WA5320E-WiNet
[AC-wlan-ap-ap1] serial-id 219801A1FF8171E00361

# 进入 Radio 1 视图。
[AC-wlan-ap-ap1] radio 1

# 配置扫描时长为 100 毫秒。
[AC-wlan-ap-ap1-radio-1] scan scan-time 100

# 配置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为不限制服务周期最大持续时间。
[AC-wlan-ap-ap1-radio-1] scan max-service-time no-limit

# 配置服务周期空闲时长为 100 毫秒。
[AC-wlan-ap-ap1-radio-1] scan idle-tim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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