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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频无线覆盖设备 

1.产品介绍 

 LP5824NT-WBS 无线宽带接入系统使用了专有

的基于网络的时分多址链路层协议及多项先进技术，基站独特的“多

无线单元+主机”架构，适合在各种覆盖环境下实现大范围无线网络用

户的有效接入。  

 其独特的主控协调机制使得部署无线接入蜂窝结构网络时相互间

的干扰影响大大减少；专有的 BS 模式下 TDDNB/TDMA 多址技术的

采用，结合对应频点 CPE，使得大区多用户间的影响完全避免，中心

基站接收信噪比大大改善，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数据传输延时小且

平稳，有效支持实时业务应用。  

 LP5824NT-WBS 蜂窝型无线接入基站采用的创新性系统架构和 Linux 嵌入式高速运算系统，独特

地将多达 6 个（标准型为 3 个）高功率无线基站单元（BS），由主控单元（WBS-C)协调融合为一体，

在满足高带宽网络覆盖的同时，满足大区域多用户 (大于 300 户 )无线宽带接入运营的需要。其丰富的

运营管理功能、业务适应性以及优异的蜂窝覆盖效果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投入回收周期，有效保护运

营商的投资。  

    LP5824NT-WBS 蜂窝型无线接入基站可以在现有的 2G/3G/4G 蜂窝网络中部署同址，在每个蜂窝

内安装一台 LP5824NT-WBS 即可以实现最多 6 个 2.4G 及 5.8G 信道的捆绑覆盖，为该区域内的用户提

供共计 6*300Mbps 的物理层高速网络接入。  
 
 

2. 产品优势及特点 

1) 完美解决系统内竞争 

  LP5824NT-WBS 技术核心是采用基于 802.11N 标准物理层的专利链路层协议 -----“无线网络基于

时间片轮转结合令牌调度的处理方法”，这是十分有效的实现区域无线网络组网的点对多点多址方式。

其突出优势在于：彻底解决了传统 IEEE802.11 系列无线局域网协议采用 CSMA/CA 机制在大区使用时，

因大量远端相互不可见无线接入终端（简称 CPE）间存在隐藏节点、暴露节点和系统内竞争及互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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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无法避免的数据碰撞和冲突直至崩溃的系统性问题，系统稳定性、可用度大幅提高至运营级，

进而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有效接入用户数，并同时保证用户体验。  

 

2) 抗干扰能力强大，具备多达 7 项抗干扰措施 

  通过多年应用和研究，系统采用多无线单元主控协调技术，保证了基站可以直接与城乡环境内的

运营商蜂窝网络配合部署使用，在区域复杂组网时采用了 7 种针对性的抗干扰措施，包括：系统内干

扰，同塔干扰，系统外干扰，站间同频干扰，与 G 网、T 网以及 4G 基站的互干扰，客户端同频邻频

干扰，来自地面对系统的同频邻频干扰。  

 

3) 实现高性能的无线接入和最优质的用户体验 

  提供高达 6*300Mbps 的无线接入速率，净带宽可达 530M；支持远达 3KM 半径的大区域无线网络

接入覆盖；支持高质量的 VOIP、视频网络游戏等实时业务。  

  采用更先进的空时编码（改进的 MIMO 算法）及更高效的算法，能达到相同使用环境下第一代接

入基站三倍的系统带宽 ,有效地从覆盖范围、接入用户数（并发用户数大于 300 户）、运行稳定性等方

面提供更高性能的无线接入服务以及最优质的用户体验。  

  专业的天线设计，在保证水平覆盖范围的同时，扩展了垂直覆盖范围，有效解决远距离覆盖及“灯

下黑”顾此失彼的问题。  

 

4) 提供千兆网线或光纤接口有线连接 

  采用千兆网线或光纤上塔，突破了传统百兆以太网端口的接入限制。使有线口不再成为无线接入

系统的速率瓶颈，为将来接入更高速率更多应用组合提供平滑升级的平台，有效保护用户投资。  

  配合使用铠装光缆直接上塔可将机房和基站的距离延伸至数公里。  

 

5) 无线安全及网络性能 

  安全 WDS 模式，WDS 内部节点流量由 WPA/WPA2 保护；支持 WEP/WPA/WPA2;支持对用户端的

二层隔离；SSID 广播禁止；静态无线接入控制列表 MAC 地址过滤；支持 PPPOE,EAP/RADIUS 等认证

方式。  

  支持 VLAN 标记；支持 STP 的桥接；支持 NTP 和内部时钟；支持 802.1X 认证和请求；支持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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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层防火墙；支持每个端口的 NAT/NAPT。  

 

6) 增强的防护能力，给系统提供更全面的保护 

  LP5824NT-WBS 全面采用 ESD 器件，防止网络端口静电堵塞。各模块间的通信及互联采用低电压

差分数字信号，对工程施工要求降低，更易保证室外无线施工品质。  

  增加的 POE 网线避雷 -----对大雷电防护目标由自毁保护设计变更为雷电后自恢复保护；增强的

CPE 侧避雷能力 ----首创等电位避雷消能技术，解决 CPE 侧接地难题，无需接地即可对小计量感应雷

进行防护（接地时效果更佳）。  

 

7) 由改进型算法支持的第二业务 VLAN 

  LP5824NT-WBS 支持第二业务 VLAN，将传统互联网接入业务与新兴业务（如 IPTV、VoIP）等分

开，针对第二业务 VLAN 采用有 QoS 保证的专利算法支持，更完善的组播、广播支持。同时兼容第一

代设备的三种优先级队列。  

  支持管理 VLAN 设置，建立区域无线接入网全网统一的网管系统通道。  

 

8) 更加完善的管理模型 

  LPRCMS 是专门为大区域无线接入系统开发的运营管理平台，支持多种管理方式，可通过远程进

行设置，具备良好的扩展型，能够满足网络管理不断发展的需求。  

  系统通过 LP5824NT-WBS 代管 CPE，LP5824NT-WBS 与 CPE 之间采用基于 MAC 的管理协议

（L2MP）具有独立的管理 VLAN，在设备大范围应用情况下，将管理 VLAN 内的网元数降低两个数量

级，从而使采用运营商熟悉的管理模式成为可能。  

  完备的 SNMP 支持，可通过简单的二次开发支持省级统一数据网管平台，同时为私有网管也提供

了更多的（可配置）功能。  

  基站设备独具的 QinQ 功能，可以有效解决运营商部署网管时 VLAN 资源不足的问题，无需专用

QinQ 功能交换机，也为运营商节省了一笔可观的设备投入。  

 

3.产品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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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LP5824NT-WBS 

无线接入单元 

工作模式 标准 802.11 协议 AP/创想专有协议 BS，软件，可选 

使用标准 IEEE802.11b/g/a/n，MIMO 

使用信道 2.4G 频段：13个，如 2.3G 及 2.5G 频段  

5G 频段：几十个，从 5.1~5.9G，可订制支持特殊频点， 

传输模式 802.11g/a/n-OFDM；802.11b-DSSS 

访问协议 CSMA/CA 或 TDDNB/TDMA，软件设置 

发射功率 5-27dBm 软件可调 

速率 

802.11b: 1/2/5.5/11 Mbps & Auto fallback 

802.11g/a: 6/9/12/18/24/36/48/54 Mbps & Auto fallback 

802.11n: HT20 MCS0-MCS15 ; HT40 MCS0-MCS15 

调制模式 

IEEE 802.11 b/g/a： 

DSSS  (DBPSK, DQPSK, CCK) 

OFDM (BPSK, QPSK, 16-QAM, 64-QAM) 

IEEE 802.11n：OFDM (BPSK, QPSK, 16-QAM, 64-QAM) 

无线覆盖天线 

使用频段 2.3~2.5G 或 5.1~5.9G VSWR ＜1.5 

增益 14 或 16dBi 阻抗 50 欧姆 

水平波瓣      90°或 120° 隔离     >25dB 

垂直波瓣     10~11°（15 dBi 天线） 接口 2×N-female 

无线性能 

标准型基站为 3个无线单元，扩展型基站（满配）为 6个无线单元。 

支持对每个单元采用不同安全策略和关联用户进行限制； 

输出功率软件控制； 

自动选择信道，支持双倍、全速、1/2 和 1/4 带宽的信道使用；标配连接 3~6 面

不同频点的天线（与无线单元 BS 对应）； 

发射和接收多样性组合；支持 WDS 无线分布系统功能。 

基站的认证、鉴权和计费 
基站支持多种安全认证方式，如标准的 WEB、浏览器登录、PPPOE 拨号认证、Portal 

认证等。易于融合进入已有的 BOSS 系统中。 

基站的网管系统 
基站具备专门的网管系统，分为支持 1~5 万网元的地市级网管和高达 100 万网元

的省级网管系统，可以定制更高级别的网管系统。 

管理实现方式 

 

Web 浏览器接口；SNMP V1； 

LPRCMS(Linkpower Remot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环境和物理性能 

工作温度 -40～65℃  

存储温度 -50～80℃  

湿度 ≤95％（非凝结）  

供电方式 -48VDC&POE 基站主机尺寸 290×200×89mm 

电压 -48VDC 或 220VAC 转 48VDC 主机重量 5Kg（毛重、不含天馈） 

功耗 36W（3 单元基站、最大） 安装 安装抱杆或壁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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