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LAN 技術進展觸發產業新動向
獨家技術先馳標準 家庭需求凌駕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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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無線區域網路（WLAN）已經是最熱門的明星網通技術，在許多廠商的獨家技術
如「pre-g」
、
「pre-n」率先推出下，配合依循著 IEEE 802.11 系列的標準演進。然而，以
制定互通測試標準聞名的 Wi-Fi 聯盟，在廠商的支持下，開始推廣如 WPA 與 WME 等
標準而和 IEEE 標準有些重疊，使得兩者的定位有著觀念上的混淆。如今，WLAN 走向
整合電信語音與視聽家電的兩大應用，後者因為用於家庭且在規模上容易建置，將會很
有發展。也因為此兩類應用，廠商將面臨更多技術、與對 WLAN 效能評估的問題。
關鍵字：獨家、標準、Broadcom、Wi-Fi、Airgo、IEEE、電信語音、視聽家電、802.11e、
DLNA、無線效能預測（WPP）
、802.11t
Abstract: Wireless LAN (WLAN) is already a hottest networking technology. It progresses
under many ‘proprietary’ techniques like “pre-g” and “pre-n” released by vendors which still
have tried to match and follow the IEEE standards of 802.11 series. However, the famous
Wi-Fi Alliance, which has approved the interoperability testing standards, begins to promote
the standards like WPA and WME by the support from vendors to overlap the IEEE standards
and confuse people on the positions of Wi-Fi and IEEE. Presently, WLAN is on the way to
integrate two major applications: telecomm voice and consumer audio-video. The later will be
developed largely because it is adopted in the house and is easily constructed in the limited
dimension. For these two applications, vendors have to consider more technologies and the
issue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n WLAN.
Keyword: proprietary, standardized, Broadcom, Wi-Fi, Airgo, IEEE, Telecom Voice,
Consumer Audio-Video, 802.11e, DLNA, Wireless Performance Prediction (WPP), 802.11t

無線區域網路（WLAN）已經是最熱門的明星網通技術，如果沒意外，在往後的
數年裡它還有很多花樣可以推出，光是最基本的傳輸速度，就可以提升到超過使
用者的預期；而且絕妙的是，本來很多在有線網路上可以實現的應用，卻在無線
網路技術成熟時才得開花結果。這年頭，家庭與個人的錢可能比企業好賺，手機
如是，相機亦如是，而當家庭與個人應用涉及傳輸需要，無線可是應用的前提。
筆者在此提出如下的觀念，單純與有彈性的環境才是創新技術的試金石，先避免
廣闊的互通問題，就可以善用獨家技術，而且因為多樣化的產品型態，也容易保
留彼此的利基點。然而，研發廠商就要不只精通 WLAN 這最重要的基本招式，
還要將所需應用的相關技術融會貫通，並彈性化地進行效能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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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與標準技術共譜協奏曲
WLAN 依循著 IEEE 802.11 系列標準的演進，自 1992 年起少有人知的情況下，
如今呈現加速的成長，而且它已經變成一個讓人們看熱鬧的動作片，就算嚴謹的
標準制定有一定的週期，許多廠商也不會讓它冷場。IEEE 的無線獨奏曲，在新
的版本裡加入廠商豐富的多部伴奏，筆者就美稱作協奏曲吧！自從 2000 年起由
於 802.11b 空前的成功，開始有廠商相信在 2.4 GHz 的 ISM Band 加上新技術就
有必然的賣點，因為調變方式從 DSSS 進化到 CCK，比 802.11a OFDM 孤單地在
5 GHz 演出要有看頭，於是廠商向 IEEE 的提案要把 OFDM 移植到 ISM Band。
這可回顧到 2002 年時期，讓劇情最波折起伏的晶片廠商 Broadcom，在 802.11g
被正式制定（Ratified）前，就推出所謂的「pre-g」
，儘管和之後的標準有些差異，
Broadcom 自信滿滿的認為只要更新韌體就可以相容正式標準。這讓使用者減少
了漫長等待的感覺，填補了可能冷清的時期。為什麼說是共譜協奏曲？因為率先
推出獨家技術的廠商，其工程師同時也是 IEEE 標準貢獻者，之後在 2003 年中，
802.11g 終於變成了標準，立刻也就有對應的產品出現。
好吧…有人會說 Broadcom 取巧偷跑！但我們難以評斷這是良好的作風與否，此
後有更多廠商理直氣壯地表示，企業對加強無線安全性的呼聲不斷，但是 802.11i
安全性子標準的制定是緩不濟急的。這就是 2003 年在 802.11g 制定前後，免得
WLAN 市場陷於低潮的 WPA（Wi-Fi Protected Access）
，由數家晶片大廠支持的
Wi-Fi 聯盟所提出的安全標準。Wi-Fi 聯盟當時表示，將來 802.11i 被正式制定後
將包含 WPA，所以率先發展不會浪費。讀者應該不難設想，那些支持 Wi-Fi 的
大廠同時也在投入 802.11i 的制定工作，如今到 2004 年中也功成圓滿了。只是，
根據調查研究發現，對於要完整安全建設呼聲的企業，並沒有如當初所預期那麼
多。那麼還有看頭嗎？當然，這種現象已成了流行，WME（Wireless Multimedia
Extensions）和 WSM（Wi-Fi Scheduled Media）也是廠商們今年在 802.11e 工作
小組埋首努力於完成標準前的先期方案，Wi-Fi 聯盟還打算在年底就決定 WME
和 WSM 的參考互通產品，不打算等 802.11e？就像之前推 WPA 一樣，反正總能
銜接嘛！如此熱鬧可見一般。這自然也鼓勵有的廠商更早就推「前標準」產品，
最近的代表作就是 Airgo 公司已採用多天線 MIMO（Multi-Input Multi-Output）
技術的產品，自稱「pre-n」想立即滿足使用者對 802.11n 高速傳輸的好奇心理。
然而，現階段的 802.11n 根本還只是在徵求提案，就 IEEE 預計到 2007 年才可能
完成的時程而言，這時產品甘冒更大的風險實在不是普通的急。所以說呀…絕無
冷場，在如此扣人心弦的多重旋律之中，和諧的配合是重要的原則，這樣子廠商
的獨家技術才能在標準正式制定時收斂一致，採用這種策略就有最佳的產品推出
時機（Time to Market），不是嗎？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貌合神離？認證之於 IEEE 標準
許多報導喜歡用「Wi-Fi 產品」的敘述已經更甚於「WLAN 產品」
，我們也習於
說「Wi-Fi 的技術」
。咦？這些該不是意味著，Wi-Fi 本身就是一個網路技術標準
啦？在現在的狀況看來，不能否認是這樣了。可是，當 Wi-Fi 聯盟成立的初期還
稱作 WECA（Wireless Ethernet Compatibility Alliance）時，它的宗旨是評估維持
WLAN 產品與 802.11 的相容性，以建立測試標準，發行認證的方式為之，而今
卻急於在 IEEE 標準之前制定自己的技術標準，如前面提過的 WPA、WSM 等，
相容性測試的出發點早就已經在轉型。目前會熱門的互通測試項目是關於 Wi-Fi
自己訂的技術標準，如果廠商有送測的經驗，應該要發現 Wi-Fi 的互通測試是在
強調受測產品與不同晶片大廠所推出的參考設計（Reference Design）是否正常
通訊，和晶片大廠相容成為最重要的課題。如果理性點想，不禁會疑惑，在標準
之前的技術就被推廣的時代裡，和大廠新推出的晶片相容也許不等於和 IEEE 的
標準相容，或者乾脆點說，這是兩碼子事！喔…別太敏感，筆者並不是想把它說
成一種陰謀，而是想告訴讀者，符合標準與互通本來就不能當作同一件事，也要
注意當我們過於依賴互通的結果時，總喜歡以「Wi-Fi」來取代「WLAN」時，
IEEE 標準將變得劣勢，也容易傾向於維持大廠佔有技術與市場的優勢。
了解這方面的生態便可以發現到，有個微妙的技術主導權被維繫在 IEEE 和廠商
所成立的聯盟或論壇（Forum）之間。IEEE 是基於對追求學術真理與公平競爭的
理想，容易突顯個人色彩；既有利益的廠商卻希望建築一層競爭障礙，希望好處
是整個研發團隊的共享。這兩者是缺一不可，廠商在市場上既想擁有自己獨特的
價值，也不想破壞彼此能自由競爭的平衡，既不想完全受制於標準，也同時尊重
標準。然而，筆者難免擔憂，當大眾易受行銷手法影響對「Wi-Fi」、
「Centrino」
等名詞誤用成自然時，亦即表現出市場做選擇的不理性面。
整合電信語音與視聽家電的熱潮
無論如何，有新價值的地方依然要去做，既要支持 Wi-Fi 今年的多媒體技術，也
要支援明年的 802.11e。但很快地有個問題，當想到 QoS（Quality of Service）這
件事情，有的研發廠商可能不會看好，有的則是滿懷興趣。已經談論很久的語音
通訊技術 VoWLAN（Voice over WLAN）因為在 802.11e 制定過程的努力之下，
看似出現了曙光。但如果用心觀察，就會曉得 802.11e 是 WLAN 所有子標準中，
討論時程最久的；如果更用心去回想，就應該知道在電腦網路與 Internet 的發展
歷史上對於 QoS 的努力是最失敗的。許多年前 QoS 的研究者希望資料通訊可以
整合多重服務，Integrated Service 的夢想閃耀著光芒，在全球的分封交換與互連
的網路上先後發展出各種技術，像是 ATM、RSVP、以至於 MPLS，十年來這些
技術陸續看來是曲高和寡，事實證明沒有多少設備廠商與服務業者能普遍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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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說是多媒體，光是只把網路訊務分成語音與資料兩種來處理，就要付出極大的
代價。清醒吧！這夢未免也作得太大了，那有一天造成的羅馬？電腦網路的 QoS
既是研發者的夢，也是研發者的痛。在 WLAN 風行的這幾年，又有人開始青睞
幾種加入 QoS 技術的應用面，其中最熱門的有兩個：(1) 與目前電信網路 GSM
或 PHS 整合的雙網語音服務 (2) 進入家用數位視聽設備的娛樂用途。
從這兩者來看，QoS 發展的環境其實和過往有著很大的不同，因為直接支援 QoS
技術的是家庭與個人手上的設備，而且又是備受消費者關愛的無線網路。這年頭
家庭與個人的錢可能比企業好賺，手機如是，相機亦如是，而當家庭與個人應用
涉及傳輸需要，無線可是應用的前提。那麼是不是又有希望了呢？筆者認為倒也
未必，因為 QoS 本身意指對傳輸資源的管理，依據 Ethernet 發展經驗，只要後
續的技術能再增大網路頻寬，之前的管理就失去了意義。看到 802.11e 與 802.11n
將要先後推出嗎？然而，在 802.11n 推出之前的這幾年間，如同前面所說過的，
廠商的演出怎麼可以冷場呢？如果要評斷往後幾年之內可以興起的應用，依筆者
的偏見是第二個，數位家庭的娛樂用途。為什麼呢？讓我們先來看雙網技術有著
什麼樣的發展問題，再看數位家庭技術有著什麼樣的發展優勢。雙網的網路規模
有多大？剛才不是強調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嗎？過去努力的失敗就是因為研究
者的眼高手低，想以技術涵蓋整個全球網路的服務型態，然而歷經長久的開發，
消費者卻感受不到個人能立即得到的好處，因素就在於建立 End-to-End QoS 的
複雜度。雙網服務的複雜度非但沒有降低，還增加了其他的難題，舉例而言，
GSM 的用戶可以找到 WLAN 行動者嗎？就 WLAN 的涵蓋範圍太小、以用戶端
決定的換手機制、與 SIP Proxy 的註冊效率不足等特性，服務品質將大受抱怨。
不過它仍有某種程度的市場，連日本 NTT 都願意做 PHS+WLAN 的雙網服務。
只是現在廠商的投入是先累積經驗，多年後互連技術的品質才會成熟。
接下來看筆者偏好的家庭娛樂用途。電腦網路用來支援數位視聽設備的觀念，又
稱作 DMA（Digital Media Access）
，為此看好家用網路的消費性電子廠商於 2003
年中組成了 DHWG（Digital Home Working Group）
，今年又改名為 DLNA 聯盟
（Digital Living Network Alliance）
。考慮的網路其實不只有 WLAN，還有 802.15
的 Bluetooth 與 UWB（Ultra Wide Band）技術，但是到目前為止，802.11a WLAN
是最被看好優先採用的。在家庭裡多變的擺設中，無線是很直覺的建設，但更為
重要的是，要達到媒體存取的目的，所建設的網路規模是既小又單純，而用途又
幾乎沒有限制。筆者在此提出如下的觀念，單純與有彈性的環境才是創新技術的
試金石，先避免廣闊的互通問題，就可以善用獨家技術，而且因為多樣化的產品
型態，也容易保留彼此的利基點。數位家庭其實是 QoS 技術容易先開花結果的
地方，當然這類應用本來在有線網路上也可以實現，只是無線會更有優勢，在不
超過兩個 Hop 的規模下，802.11e 的實作是直接有效的，就算是將來的 802.11n
推出，也只會更展現區域網路多媒體的應用多元化，因此在未來的幾年內就會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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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潮。但是要注意的是，在與有線網路互連的情況下，不該忽略老掉牙的橋接
問題，研發廠商要同時兼顧 802.1p/Q 的對應機制。在 WLAN 領域精通的廠商，
對於所謂 Hi-Fi 的類比技術可就要虛心求進步了！另外，如此的發展將顛覆以往
從核心網路開始建設 QoS 的概念。因為，Consumer-Driven 的規模經濟才能刺激
對電腦網路與 Internet 的服務品質需求。
對 WLAN 效能的評估與彈性化測試
等到連數位家庭與電信語音都是應用的主流時，WLAN 的效能也變成了應該被
評估的重點。現階段的測試標準是 Wi-Fi 互通測試，它也將會提供關於更多技術
標準的測試，包括 WME 與 WSM。不過，如果還是著重在互通面的話，對於支
援多媒體能力的要求依然是在於相容性，廠商因為產品有機會在差異化上作市場
區隔，又希望在這樣的應用目的上造就自己的價值，不可能忽視效能面的量測。
這類的測試對於環境會有較嚴格的要求，基本上需要讓測試是 Repeatable 的訊號
傳導環境，也需要能讓測試在流程和 Timing 上作 Automation 的程式開發平台，
而且還包括像：各種移動與漫遊效率的測試怎麼進行？這些事情在以前非常競爭
的資料通訊用途上不會那麼受重視，近來 IEEE 也在研究如何做 WLAN 的效能
量測，WPP（Wireless Performance Prediction）研究小組在 2004 年下半將改成
802.11t 工作小組，會制定標準的效能指標與測試方法。除非 Wi-Fi 認證在未來也
包含了這個標準，否則在效能與整合的創新技術不斷出現的情況下，廠商或測試
實驗室只能自己定義最適合產品的測試方法，因為多樣化的產品型態會再出現，
這會是非常彈性化的議題。如果數位與類比的元件都整合在單一的產品上，那麼
直接對類比訊號品質的測試也會是需要的了。

NBL 試圖提供彈性化的 WLAN 測試
在 WLAN 測試的基本面優勢，NBL 目前已經具備了，現有的平台可以支援 Repeatable、
Scalable 與 Automation 的測試，包括常見的互通測試，與 Client Scalability、Rate vs.
Distance、Roaming Time 等效能測試，亦能逐步更新對 IEEE 與 Wi-Fi 新標準的支援。
NBL WLAN 測試群包括對軟硬體各有專精的成員，從 RF 電路的連接，到開發 TCL
Scripts 以控制測試環境與整合測試工具，超越既有軟硬體的限制，皆以滿足不同測試
實例的需要而努力，並在 2004 年度的 WLAN SOHO 路由器公開評比中展現這些能力
（測試報告發表於本刊八月號）。為因應 WLAN 產品在未來的多樣化型態，將以提供
彈性化的測試服務為主軸，以為產品設計合適的測試方法為導向，不再侷限於傳統的
標準測試項目。且在近期 NBL 將會和 IEEE 802.11t 工作小組的成員有較密切的互動與
交流，以期在測試方法與技術上能提供更重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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