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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

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设计和制定AP‑AC发现协

议；同时创建TCP并绑定端口；创建UDP并绑定端

口；创建epoll监听触发事件，并执行对应命令操

作；建立二维表格，手机PING和DATA协议相关数

据，包含AP和PC当前所有信息；应对前台实时显

示当前设备状态信息；实时更改下发配置与重启

升级功能。本发明有益效果：改善了网络卡，甚至

完全瘫痪，路由器的带机量有限，路由器之间互

相抢信道等状况，使得AC统一管理，AP即插即用，

负载均衡，且具有网络快速可靠又稳定，功率、信

道自动调、灵活部署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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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设计和制定AP-AC发现协议；

所述AP-AC发现协议包括：

AC提供DHCP为AP分配ip地址；

AP客户端中PING协议数据采集，并实时上报AC，包括AP本身的MAC地址、AP本身的IP地

址、WIFI中SSID、信道、dbm、上行总流量、下行总流量；

AP客户端中DATA协议数据采集，手机arp文件中的实时PC登录信息，并实时上报AC，包

括AP的MAC地址、移动端的MAC地址和IP地址；

AP客户端中SET协议分析与命令执行,执行更改SSID、设置加密类型，修改密码、隐藏

wifi热点、修改信道；

AP客户端中control协议分析与命令执行，执行重启和升级功能；

B.同时创建TCP并绑定端口；

C.创建UDP并绑定端口；

D.创建epoll监听触发事件，并执行对应命令操作；

E.建立二维表格，手机PING和DATA协议相关数据，包含AP和AC当前所有信息；

F.应对前台实时显示当前设备状态信息；

G.实时更改下发配置与重启升级功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AC最多

能同时发现254个AP。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

E中对所述二维表格数据进行去重甄别以及僵尸节点的摘除。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AP客户

端与服务器之间通讯通过socket套签字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

能同时容纳254个AP数据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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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通信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路由器搭建网络系统中，往往存在以下问题，一台出错，就需奔波于每个无线接

入点，对每一台设备排查问题，无法对网络进行统一管控、审计的问题，有时会出现网络卡，

甚至完全瘫痪的现象，系统中路由器的带机量有限，路由器之间也会互相抢信道。

[0003] 作为无线访问控制器AC可以接入和汇聚来自连接上AC的不同AP的数据，同时对AP

设备进行配置管理、无线终端的身份认证等控制功能，但其结构存在隐患，下端须完全依靠

AC处理，功能单一。

[0004] 目前，WIFI组网结构产品中最核心的AC与AP之间的控制协议没有公认的国际标

准，各厂家在实现上都采用的是不同的私有协议，因而不同厂家的AC和AP产品根本无法互

通。这个问题对于企业级网络来说，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但对运营商级网络就存在很大的隐

患。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以解决上述问题

的不足之处，实现AC统一管理、AP即插即用、负载均衡、网络可靠且稳定、信道自动调等功

能。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A.设计和制定AP-AC发现协议，其中，AC为无线访问控制器，AP为无线访问接入点；

[0009] B.同时创建TCP并绑定端口；

[0010] C.创建UDP并绑定端口；

[0011] D.创建epoll监听触发事件，并执行对应命令操作；

[0012] E.建立二维表格，手机PING和DATA协议相关数据，包含AP和PC当前所有信息；

[0013] F.应对前台实时显示当前设备状态信息；

[0014] G.实时更改下发配置与重启升级功能。

[0015] 进一步的，所述AP-AC发现协议包括：

[0016] AC提供DHCP为AP分配ip地址；

[0017] AP客户端中PING协议数据采集，并实时上报AC，包括AP本身的MAC地址、AP本身的

IP地址、WIFI中SSID、信道、dbm、上行总流量、下行总流量；

[0018] AP客户端中DATA协议数据采集，手机arp文件中的实时PC登录信息，并实时上报

AC，包括AP的MAC地址、移动端的MAC地址和IP地址；

[0019] AP客户端中SET协议分析与命令执行,执行更改SSID、设置加密类型，修改密码、隐

藏wifi热点、修改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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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AP客户端中control协议分析与命令执行，执行重启和升级功能。

[0021] 进一步的，所述AC最多能同时发现254个AP。

[0022] 进一步的，在所述步骤E中对所述二维表格数据进行去重甄别以及僵尸节点的摘

除。

[0023] 进一步的，所述AP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通讯通过socket套签字连接。

[0024] 进一步的，所述服务器能同时容纳254个AP数据请求。

[0025]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所述的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具有以下优势：

[0026] (1)本发明所述的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改善了网络卡，甚至完全瘫痪，路

由器的带机量有限，路由器之间互相抢信道等状况，使得AC统一管理，AP即插即用，负载均

衡，且具有网络快速可靠又稳定，功率、信道自动调、灵活部署等优点；

[0027] (2)本发明所述的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在通讯方式上，采用的socket套

签字连接，采用TCP协议有连接传输，TCP是一种面向连接的、可靠的传输层协议，TCP协议建

立在不可靠的网络层IP协议之上，IP不能提供任何可靠性机制，TCP的可靠性完全由自己实

现；TCP采用的最基本的可靠性技术是确认与超时重传、流量控制、TCP协议与其他协议的层

次关系。

附图说明

[0028]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意性实

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2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AC客户端流程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服务器端流程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所述的AC接口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

[0033] 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

[0034]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A.设计和制定AP-AC发现协议；

[0036] B.同时创建TCP并绑定端口；

[0037] C.创建UDP并绑定端口；

[0038] D.创建epoll监听触发事件，并执行对应命令操作；

[0039] E.建立二维表格，手机PING和DATA协议相关数据，包含AP和PC当前所有信息；

[0040] F.应对前台实时显示当前设备状态信息；

[0041] G.实时更改下发配置与重启升级功能。

[0042] 所述AP-AC发现协议包括：

[0043] AC提供DHCP为AP分配ip地址；

[0044] AP客户端中PING协议数据采集，并实时上报AC，包括AP本身的MAC地址、AP本身的

IP地址、WIFI中SSID、信道、dbm、上行总流量、下行总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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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AP客户端中DATA协议数据采集，手机arp文件中的实时PC登录信息，并实时上报

AC，包括AP的MAC地址、移动端的MAC地址和IP地址；

[0046] AP客户端中SET协议分析与命令执行,执行更改SSID、设置加密类型，修改密码、隐

藏wifi热点、修改信道；

[0047] AP客户端中control协议分析与命令执行，执行重启和升级功能。

[0048] 所述AC最多能同时发现254个AP。

[0049] 在所述步骤E中对所述二维表格数据进行去重甄别以及僵尸节点的摘除，确保内

存无溢出。

[0050] 所述AP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通讯通过socket套签字连接。

[0051] 所述服务器能同时容纳254个AP数据请求，能保证大范围的漫游覆盖。

[0052]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包括的协议有PING协议、DATA协议、配置下发协议、控制下

发协议和错误信息反馈协议，

[0053] 所述PING协议以数据包的形式进行传输，其中标志位为PING，所包含的内容有AP

自身的MAC地址，AP分配到的IP地址，AP端WIFI的SSID,AP端WIFI的信道，上行总流量，下行

总流量，安全加密方式，密码格式，当AC和AP上电后，AC获取到上层网络分配下IP地址，然后

对旗下的AP分配IP地址，AP会向AC进行通信连接，并且每5s进行一次心跳，将采集到的相关

信息向AC上报PING信息；

[0054] 所述DATA协议标志位为DATA，包含的内容有AP自身的MAC地址，和连入此AP的移动

端MAC地址和IP地址，AP采集自身相关信息，每次PING之后会上报DATA信息；

[0055] 所述配置下发协议，即SET协议，标志位为SET，所包含的内容有WIFI的SSID、信道、

加密方式和具体密码，AC通过Web界面下发配置，可以更改旗下的单台AP和所有AP的WIFI配

置；

[0056] 所述控制下发协议，即CONTROL协议，标志位为CONTROL，所包含的内容有重启下发

策略和升级下发策略，用于控制AC旗下的单个AP或者全部AP的重启与升级；

[0057] 所述错误信息反馈协议会在AC与AP通信存在问题时，发送错误信息来判断具体问

题。

[0058] 本实施例中，AP是Access  Point的缩写，表示无线接入点，它用于无线网络的无线

交换机，也是无线网络的核心。无线AP是移动计算机用户进入有线网络的接入点，主要用于

宽带家庭、大楼内部以及园区内部，可以覆盖几十米至上百米。

[0059] AC是Wireless  Access  Point  Controller的缩写，表示无线控制器,是一种网络

设备，用来集中化控制无线AP，是一个无线网络的核心，负责管理无线网络中的所有无线

AP，对AP管理包括：下发配置、修改相关配置参数、射频智能管理、接入安全控制等。

[0060] TCP是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的缩写，表示传输控制协议,是一种面向

连接的、可靠的、基于字节流的传输层通信协议。TCP旨在适应支持多网络应用的分层协议

层次结构。连接到不同但互连的计算机通信网络的主计算机中的成对进程之间依靠TCP提

供可靠的通信服务。

[0061] UDP是User  Datagram  Protocol的缩写，表示用户数据报协议,UDP为应用程序提

供了一种无需建立连接就可以发送封装的IP数据包的方法。

[0062] epoll是Linux中的字符设备驱动中的一个函数,Linux内核为处理大批量文件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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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符而作了改进的函数，是Linux下多路复用IO接口select/poll的增强版本，它能显著提

高程序在大量并发连接中只有少量活跃的情况下的系统CPU利用率。

[0063] PING是Packet  Internet  Groper的缩写，是因特网包探索器，用于测试网络连接

量的程序。Ping是工作在TCP/IP网络体系结构中应用层的一个服务命令，主要是向特定的

目的主机发送因特网报文控制协议请求报文，测试目的站是否可达及了解其有关状态。

[0064] DATA表示客户端中诸如信号强度、IP地址等数据。

[0065] 本实施例中接口提供VAC路由设备的固件，将固件刷入到路由后，用户就可以对此

功能进行web页面控制和使用，其中接口设计如下：

[0066] 路由二维表节点扫描接口：void  Travel_free_AllNode(struct  stAp_list_

Type*pAp)

[0067] 其中，输入参数有struct  stAp_list_Type*pAp，Ap节点信息；

[0068] 遍历并释放失联节点接口：char  Travel_free_ZoomNode(struct  stAp_list_

Type*pAp)

[0069] 其中，输入参数有struct  stAp_list_Type*pAp，Ap节点信息；

[0070] 界面json解析接口：char  Json_parse(char*src,char*dst)

[0071] 其中，输入参数为char*src，json字符串，输出参数为char*dst，解析后的协议格

式字符串；

[0072] 芯片网络初始化接口为：void__init  adm5120_soc_init(void)

[0073] 无输入输出参数；

[0074] 擦除flash回调接口为：static  void  erase_callback(struct  erase_info*

done)

[0075] 其中，输入参数为struct  erase_info*done，擦除块的相关信息；

[0076] Json解析中字符串对比接口Int  jsonparse_strcmp_value(struct  jsonparse_

state*state,const  char*str)

[0077] 其中输入参数struct  jsonparse_state*state，const  char*str；

[0078] 检测并插入ap表接口char  Check_insert_Aplist(struct  stPing_Type*

pstPing,int  sockfd)

[0079] 其中参数struct  stPing_Type*pstPing，接收到的ping帧格式信息和参数int 

sockfd，连接的socket  fd；

[0080] 纳秒级延时程序接口void  adm5120_ndelay(u32  ns)

[0081] 其中参数为u32  ns，指示纳秒个数。

[0082] 在基于本实施例所述的wifi组网多热点控制通信方法中涉及到的网络系统，包括

移动端用户、AC和AP，所述AC作为旁路/干路模式部署在现有的网络架构中，通过AC实现对

全网的AP进行统一的管控，采用POE交换机通过网线进行供电，打破传统供电模式，避免因

拉电源线而引发的火灾问题。在一个无线组网环境中只要有一台AC便可实现对内网所有AP

的同一管理与控制，让内网各AP试试调整自己的配置让自身处于一个最优状态以适应实际

的环境。AC会自动下发配置信息给AP，实现AP零配置接入。AP即插即用，减少施工配置步骤。

AC管控各相邻AP的带机量，基于STA(连接到无线访问接入点的移动端设备)的负载均衡能

平衡各AP接入负载压力，又能有效解决因某STA距AP较远而导致整个网络速率下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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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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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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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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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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