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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据本公开的一个示例中，一种网络设备

包括处理器，所述处理器用于发布所述网络设备

和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

在所述网络设备和所述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工

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和工作在第二

频带上的第二无线链路；和在连接至所述网络设

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引发所述客

户端设备将所述第二无线链路从所述网络设备

切换到邻居网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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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网络设备，包括处理器，所述处理器用于：

发布所述网络设备和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

在所述网络设备和所述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和工

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链路；和

在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引发所述客户端设备将所述

第二无线链路从所述网络设备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用于：

在所述客户端设备将会话从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转移至连接至

所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二无线链路以后，将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

去激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用于：

通过在所述网络设备的扇区中扫描而收集所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网络设备，其中所述网络设备和所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

息在信标间隔(BI)中的信标头间隔(BHI)的信标传输间隔(BTI)中发布，所述BTI包括所述

网络设备的扇区中的定向多千兆(DMG)信标，并且在所述扇区中扫描到的所述邻居网络设

备的无线信息与所述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一起包括在该扇区中的DMG信标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用于：

探测所述第一无线链路的退化以触发所述切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设备，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用于：

探测所述客户端设备的位置和移动方向，以及

基于所述客户端设备的位置和移动方向确定所述邻居网络设备中的一个用于切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设备，其中所述第一频带为2.4GHz、5GHz和60GHz频带中

的一个，并且所述第二频带为2.4GHz、5GHz和60GHz频带中的另一个。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网络设备，其中所述网络设备包括接入点(AP)，并且所述邻居

网络设备包括其他AP。

9.一种方法，包括:

由网络设备发布所述网络设备和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

由所述网络设备在所述网络设备和所述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

一无线链路和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链路；和

在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由所述网络设备引发所述客

户端设备将所述第二无线链路从所述网络设备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在所述客户端设备将所述会话从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转移至所

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二无线链路以后，由所述网络设备将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

第一无线链路去激活。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由所述网络设备通过在所述网络设备的扇区中扫描而收集所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

信息。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网络设备和所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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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标间隔(BI)中的信标头间隔(BHI)的信标传输间隔(BTI)中发布，所述BTI包括所述网

络设备的扇区中的定向多千兆(DMG)信标，并且在所述网络设备的扇区中扫描到的所述邻

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与所述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一起包括在所述扇区的DMG信标中。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由所述网络设备探测所述第一无线链路的退化以触发所述切换。

14.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

由所述网络设备探测所述客户端的位置和移动方向，以及

由所述网络设备基于所述客户端的位置和移动方向确定所述邻居网络设备中的一个

用于切换。

15.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频带为2.4GHz、5GHz和60GHz频带中的一

个，并且所述第二频带为2.4GHz、5GHz和60GHz频带中的另一个。

16.一种存储指令的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当由网络设备的处理器执行时该指

令引发所述处理器：

发布所述网络设备和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

在所述网络设备和所述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和工

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链路；和

在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引发所述客户端设备将所述

第二无线链路从所述网络设备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存储指令的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当由网所述处理

器执行时该指令进一步引发所述处理器：

在所述客户端设备将所述会话从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转移至连

接至所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二无线链路以后，将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

链路去激活。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存储指令的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当由所述处理器

执行时该指令进一步引发所述处理器：

通过在所述设备的扇区中扫描而收集所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存储指令的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其中所述网络设

备和所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在信标间隔(BI)中的信标头间隔(BHI)的信标传输间隔

(BTI)中发布，所述BTI包括所述网络设备的扇区中的定向多千兆(DMG)信标，并且在所述网

络设备的扇区中扫描到的所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与所述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一起

包括在该扇区的DMG信标中。

20.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存储指令的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当由所述处理器

执行时该指令进一步引发所述处理器：

探测所述第一无线链路的退化以触发所述切换；

探测所述客户端设备的位置和移动方向，和

基于所述客户端设备的位置和移动方向确定所述邻居网络设备中的一个用于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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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无线链路至邻居设备

背景技术

[0001] 客户端设备可以通过在不同频带的链路连接至接入点(Access  Point，AP)，并且

客户端设备的会话可以在连接至该AP的链路之间转移。

[0002] 当客户端设备连接到其他AP、并且新的链路将在客户端设备与其他AP之间建立

时，客户端设备和该AP之间的链路可以断开。

附图说明

[0003] 图1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示例性无线系统的框图；

[0004] 图2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示例性无线系统中在不同无线网络设备之间转移会话

的示意图；

[0005] 图3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示例性无线系统中收集无线信息的实例的示意图；

[0006] 图4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示例性无线系统中发布无线信息的实例的示意图；

[0007] 图5a至图5e示出根据一个示例的示例性无线系统中的会话的实例的示意图；

[0008] 图6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支持在不同无线网络设备之间转移会话的示例性方法

的流程图；

[0009] 图7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支持在不同无线网络设备之间转移会话的另一示例性

方法的流程图；

[0010] 图8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支持在不同无线网络设备之间转移会话的另一示例性

方法的流程图；

[0011] 图9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图1中示出的示例性无线网络设备的框图；

[0012] 图10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图1中示出的另一示例性无线网络设备的框图；以及

[0013] 图11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图1中示出的另一示例性无线网络设备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不同频带的链路提供给客户端设备以连接至例如AP的无线网络设备，并且客户端

设备的会话可由客户端设备根据链路质量从一个频带的链路转移至另一频带的链路，使得

该会话能够在另一链路上以更好的链路质量传输。

[0015] 如果各个频带的链路的链路质量退化，客户端设备可以选择连接至能够为该会话

提供更好的链路质量的其他无线网络设备。在连接至其他无线网络设备之前，客户端设备

可从具有退化链路的无线网络设备断开。结果，该客户端设备的会话可能被中断。

[0016] 为了提供更好的链路质量而不中断会话，该会话可以在连接至不同的无线网络设

备的链路之间无缝地转移。

[0017] 无线网络设备可发布其自身的无线信息和其他无线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基于发

布的无线信息，客户端设备可在不同频带的链路上连接至无线网络设备。具体地，客户端设

备可将其他无线网络设备存储为备用选择，而不立即连接至那些无线网络设备。

[0018] 客户端设备的会话可在一个频带的链路上连接，该链路可视为激活的(active)链

说　明　书 1/9 页

4

CN 110099418 A

4



路；同时，另一个频带的链路可视为备用链路，并且可从该无线网络设备切换至由该客户端

设备识别到的一个其他无线网络设备。

[0019] 如果用于客户端设备连接至无线网络设备的激活的链路退化，用户会话可由客户

端设备转移至通过切换而连接至一个其他的无线网络设备的备用链路，使得能够由一个其

他的无线网络设备为会话提供更好的链路质量，而不中断会话。

[0020] 换言之，用户会话可基于将链路的子集从一个无线网络设备切换至一个其他的无

线网络设备而在不同的无线网络设备之间转移。

[0021] 在一个示例中，一种网络设备，包括处理器，所述处理器用于发布所述网络设备和

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设备的无线信息；在所述网络设备和所述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工作

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和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链路；在连接至所述网络设

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引发所述客户端设备将所述第二无线链路从所述网络

设备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在另一示例中，在所述客户端设备将所述会话从连接至所述网

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转移至连接至所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二无线链路以后，所

述处理器可进一步用于将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去激活。

[0022] 在另一示例中，一种方法，包括：通过网络设备发布所述网络设备和邻近客户端设

备的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通过所述网络设备在所述网络设备和所述客户端设备之间

建立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和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链路；在连接至所

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通过所述网络设备引发所述客户端设备将所

述第二无线链路从所述网络设备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在另一示例中，所述方法可进一步

包括：在所述客户端设备将所述会话从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转移至连

接至所述邻居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二无线链路以后，将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

链路去激活。

[0023] 在另一示例中，一种存储指令的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当由网络设备的处

理器执行时所述指令引发所述处理器：发布所述网络设备和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

备的无线信息；在所述网络设备和所述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在第一频带上工作的第一无线

链路和在第二频带上工作的第二无线链路；在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激

活的期间，引发所述客户端设备将所述第二无线链路从所述网络设备切换至邻居网络设

备。在另一示例中，当由网络设备的处理器执行时所述指令引发所述处理器：在所述客户端

设备将所述会话从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转移至连接至所述邻居网络

设备的所述第二无线链路以后，将连接至所述网络设备的所述第一无线链路去激活。

[0024] 本文所使用的“无线设备”一般包括适于传输和/或接收信令、处理这种信令内的

信息、以及为工作站(station)(例如，诸如计算机、手机、个人数字助理、平板设备等任何数

据处理设备)提供无线局域网络服务的设备。“网络设备”可包括接入点、数据转移设备、网

络交换机、路由器、控制器等。如本文所使用的，“接入点”(Access  Point，AP)一般指用于任

何已知的或可能后续变为已知的无线接入技术的接收点。具体而言，术语“AP”不应局限于

基于IEEE  802.11的AP。AP一般作为适于允许无线设备经由各种通信标准连接至有线网络

的电子设备。

[0025] 应认识到，本文在以下描述的示例可包括各种部件和特征。在不背离装置、方法以

及非临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的范围的情况下，可去除和/或修改这些部件和特征中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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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认识到，在下面的描述中，给出特定细节以提供对示例的透彻理解。然而，应理解，示例

可在没有限制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被实践。在其它情况下，可以不详细描述已知的方法

和结构，以避免不必要的模糊对示例的描述。另外，示例可以彼此结合使用。

[0026] 在说明书中对“示例”的参考或类似语言意味着结合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或

特性包括在至少一个示例中，但不必一定在其它示例中。在说明书中的各种位置的短语“在

一个示例中”或类似短语的各种情况不一定总参考相同的示例。如本文所使用的，部件是在

硬件上执行的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以提供给定的功能。

[0027] 图1是图示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无线系统的框图。参见图1，例如无线局域网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WLAN)的无线系统包括网络设备10，至少一个邻居网络

设备20和客户端设备30。

[0028] 网络设备10和邻居网络设备20可以为AP或者能够向客户端设备30传输无线传输

和从客户端设备30接收无线传输的任意其他网络设备。

[0029] 客户端设备30可为智能电话、移动电话、个人数字助手(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便携式个人电脑、一体化(all-in-one，AIO)计算设备、笔记本电脑、可转

换或混合笔记本电脑、上网本、平板电脑、蜂窝设备、台式电脑、多媒体播放器、娱乐单元、数

据通信设备、便携式读取设备、或者能够传输和接收无线传输的任意其他计算设备。

[0030] 网络设备10可包括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收发器11，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

第二无线收发器12，和处理器13。邻居网络设备20可包括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收

发器21和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收发器22。客户端设备30可包括工作在第一频带上

的第一无线收发器31和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收发器32。

[0031] 在一个示例中，第一频带可为2.4GHz、5GHz和60GHz中的一个，并且第二频带可为

2.4GHz、5GHz和60GHz中的一个。例如，第一频带可为2.4GHz或5GHz频带，并且第二频带可为

60GHz频带；或者，第一频带可为2.4GHz频带，并且第二频带可为5GHz或者60GHz频带，等等。

[0032] 网络设备10的处理器13可发布(announce)网络设备10的无线信息(radio 

information)41，和在其无线射频(Radio  Frequency，RF)邻居区域内的邻近例如客户端设

备30的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备20的无线信息42。网络设备10的处理器13也可例如通过

扫描该网络设备的扇区而收集无线信息42。网络设备10可包括定向天线，并且由该定向天

线的信号覆盖的区域可在地理上划分为在不同方向上的各个扇区。

[0033] 网络设备可确定在扇区中扫描到的特定的一个邻居网络设备比其他扫描到的邻

居网络设备更靠近客户端设备。则网络设备能够将该特定的邻居网络设备包括在发布的信

息中。在一些示例中，该特定的邻居网络设备在与客户端设备的扇区相同的扇区中被扫描

到。在其他示例中，该特定的邻居网络设备在地理上邻近客户端设备的扇区的扇区中被扫

描到。

[0034] 在一些示例中，网络设备10的无线信息41和邻居网络设备20的无线信息42可在信

标间隔(Beacon  Interval，BI)中的信标头间隔(Beacon  Header  Interval，BHI)的信标传

输间隔(Beacon  Transmission  Interval，BTI)中发布。BTI可包括该网络设备的扇区中的

定向多千兆(Directional  Multi-Gigabit，DMG)信标(beacon)，并且每个扇区中的DMG 

beacon包括该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和在该扇区中扫描到的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

[0035] 客户端设备30可识别客户端设备30所定位的扇区中的DMG  beacon，并读取包括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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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10和邻居网络设备20的多设备集(multi-device  set)的无线信息41和42。但是，

客户端设备30可不基于该无线信息将网络设备10和邻居网络设备20彼此区分。包括网络设

备10和邻居网络设备20的多设备集可由客户端设备30视为虚拟设备。

[0036] 基于发布的无线信息41和42，客户端设备30可在网络设备10和邻居网络设备20之

间选择将与其连接的一个网络设备。

[0037] 在客户端设备30连接至网络设备10的情况下，网络设备10的处理器13可在网络设

备10和客户端设备30之间建立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51和工作在第二频带上

的第二无线链路52。第一无线链路51可连接在客户端设备30的第一无线收发器31和网络设

备10的第一无线收发器11之间，并且第二无线链路52可连接在客户端设备30的第二无线收

发器32和网络设备10的第二无线收发器12之间。

[0038] 对应于客户端设备30的用户会话可在第一无线链路51和第二无线链路52中的一

个上连接至网络设备10。当一个链路(例如，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51)的链路

质量退化、并且变得比另一个(例如，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链路52)的链路质量差

时，该用户会话可例如通过诸如快速会话转移(Fast  Session  Transfer，FST)的无缝

(seamless)转移从第一无线链路51转移至第二无线链路52。

[0039] 图1示出在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51上连接的用户会话的示例。在图1

中，第一无线链路51示出为实线，第二无线链路52示出为虚线。在此示例中，第一链路51工

作在第一无线频带上，第二链路52工作在不同的第二无线频带上。

[0040] 在连接至网络设备10的第一无线链路51激活的(active)期间，网络设备10的处理

器13可引发客户端设备30将第二无线链路52从网络设备10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20。在此情

况下，用户会话可连接在第一无线链路51上。类似地，如果连接至网络设备10的第二无线链

路52激活、并且用户会话连接在连接至网络设备10的第二无线链路52上，第一无线链路51

也可通过网络设备10的处理器13从网络设备10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20。在切换操作以后，

第二无线链路52可连接在客户端设备30的第二无线收发器32和邻居网络设备20的第二无

线收发器22之间。

[0041] 在一个示例中，当处理器13探测到第一无线链路51的退化、或者第一无线链路51

和第二无线链路52的退化时，切换第二无线链路52的操作可以执行。

[0042] 在另一示例中，该系统可包括至少两个邻居网络设备，其无线信息能够通过处理

器13发布，处理器13可进一步探测客户端设备30的位置和移动方向，并基于客户端设备30

的位置和移动方向在至少两个邻居网络设备中选择用于切换的目标网络设备。

[0043] 图2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示例性无线系统中在不同无线网络设备之间转移会话

的示意图。

[0044] 参见图2，在将第二无线链路52从网络设备10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20以后，当客户

端设备30例如通过诸如快速会话转移(Fast  Session  Transfer，FST)的无缝转移将会话从

连接至网络设备10的第一无线链路51转移至连接至邻居网络设备20的第二无线链路52时，

网络设备10的处理器13可将连接至网络设备10的第一无线链路51去激活(inactivate)。同

时，由于会话的转移、即图2中示出的会话的转移可为跨设备(cross-device)的FST，连接至

邻居网络设备20的第二无线链路52可通过邻居网络设备20激活(activate)。在图2中，第一

无线链路51示出为虚线，并且会话连接在其上的第二无线链路52示出为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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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图3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示例性无线系统中收集无线信息的实例的示意图。

[0046] 参见图3，无线系统包括网络设备10，客户端设备30，和靠近客户端设备30的邻居

网络设备20a和20b。

[0047] 网络设备10可具有多方向天线系统，包括四个扇区(sector)S1、S2、S3和S4。通过

利用多方向天线系统扫描，网络设备10可探测不同扇区中的多个无线设备并收集无线信

息。例如，靠近客户端设备30的邻居网络设备20a可在扇区S1中被探测到，并且靠近客户端

设备30的邻居网络设备20b可在扇区S4中被探测到。

[0048] 探测到的设备20a和20b的无线信息能够通过网络设备10收集。靠近客户端设备30

的邻居网络设备20a和20b的无线信息可与网络设备10的信息一起发布。

[0049] 如果远离客户端设备30的其他邻居网络设备可在扇区S2或S3中扫描到，那些邻居

网络设备的信息可因为其与客户端设备30的物理距离而不由网络设备10发布。

[0050] 图4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示例性无线系统中发布无线信息的实例的示意图。

[0051] 参考图4，在IEEE802.11标准中，信标间隔(Beacon  Interval，BI)包括信标头间隔

(Beacon  Header  Interval，BHI)401和数据传输间隔(Data  Transmission  Interval，DTI)

402。BHI  401包括信标传输间隔(Beacon  Transmission  Interval，BTI)403、联合波束形成

训练(Association  Beamforming  Training，A-BFT)404和发布时间间隔(Announcement 

Time  Interval，ATI)405。在BTI  403中，定向多千兆(Directional  Multi-Gigabit，DMG)信

标(beacon)4031、4032、4033以及4034可分别在每个扇区S1、S2、S3和S4中发送。

[0052] 网络设备10可通过在扇区S1、S2、S3和S4中发送DMG  beacon  4031、4032、4033以及

4034而发布网络设备10与邻居网络设备20a和20b的无线信息。在图4中，扇区S1中发送的

DMG  beacon  4031包括网络设备10的无线信息41和由网络设备10在扇区S1中探测到的邻居

网络设备20a的无线信息42a，扇区S4中发送的DMG  beacon  4034包括网络设备10的无线信

息41和由网络设备10在扇区S4中探测到的邻居网络设备20b的无线信息42b。

[0053] BTI中的信息元素(Information  Element，IE)可为多频带IE，例如，无线信息41、

42a和42b可为使用多频带IE的无线信息，并且网络设备10与邻居网络设备20a和20b的基本

服务集(Basic  Serve  Set，BSS)ID可使用多频带IE。由于网络设备10与邻居网络设备20a和

20b的多频带IE中的BSS  ID，客户端设备30可将网络设备10与邻居网络设备20a和20b考虑

为连接的候选网络设备。

[0054] 图5a至图5e示出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无线系统中的会话的实例的示意图。在图5a

至图5e示出的示例中，网络设备10、邻居网络设备20a和20b、和客户端设备30可包括5GHz频

带的无线收发器(radio)和60GHz频带的无线收发器。

[0055] 参见图5a，网络设备10的处理器13可发布使用网络设备10的多频带IE的无线信息

41、和使用邻居网络设备20a和20b的多频带IE的收集的无线信息42a和42b，以及使用网络

设备10与邻居网络设备20a和20b的多频带IE的BSSID一起。

[0056] 由于使用多频带IE，客户端设备30可将网络设备10与邻居网络设备20a和20b考虑

为连接的候选设备。基于发布的无线信息41、42a和42b，客户端设备30可从网络设备10与邻

居网络设备20a和20b中选择将连接的一个设备。

[0057] 参见图5b，客户端设备30连接至网络设备10，并且网络设备10的处理器13可在网

络设备10和客户端设备30之间建立5GHz频带链路61和60GHz频带链路62，并且用户会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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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GHz频带链路62上传输。

[0058] 参见图5c，当连接至网络设备10的60GHz频带链路62的链路质量退化、并且比连接

至网络设备10的5GHz频带链路61的链路质量差时，客户端设备30可将用户会话从连接至网

络设备10的60GHz频带链路62转移至连接至网络设备10的5GHz频带链路61。

[0059] 参见图5d，当客户端设备30移动靠近邻居网络设备20a时，网络设备10的处理器13

可探测到连接至网络设备10的5GHz频带链路61和60GHz频带链路62的退化，并且通过参考

客户端设备30的位置和移动方向M0而将邻居网络设备20a选择为目标设备，并且在用户会

话在连接至网络设备10的5GHz频带链路61上传输的期间，引发客户端设备30将60GHz频带

链路62从网络设备10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20a。

[0060] 参见图5e，在切换的操作以后，60GHz频带链路62可连接在客户端设备30和邻居网

络设备20a之间，并且60GHz频带链路62的链路质量可变为优于连接在客户端设备30和网络

设备10之间的5GHz频带链路61的链路质量。在此情况下，会话可通过客户端设备30从连接

至网络设备10的5GHz频带链路61转移至连接至邻居网络设备20a的60GHz频带链路62。

[0061] 图6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支持不同的无线网络设备之间转移会话的示例性方法

的流程图。参见图6：

[0062] 在711，方法710包括由网络设备发布该网络设备和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

备的无线信息。

[0063] 在一个示例中，该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可在该网络设备的扇区中收集，例如

通过扫描。在此情况下，比其他扫描到的邻居网络设备更靠近该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

备可包括在该无线信息中。

[0064] 该网络设备和该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可在信标间隔(BI)中的信标头间隔

(BHI)的信标传输间隔(BTI)中发布，BTI可包括该网络设备的扇区中的DMG  beacon，并且每

个扇区中的DMG  beacon包括该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和在该扇区中扫描到的邻居网络设备

的无线信息。客户端设备可读取包括该网络设备和该邻居网络设备的多设备集的无线信

息。包括该网络设备和该邻居网络设备的多设备集可被该客户端设备视为虚拟设备。

[0065] 在712，方法710包括由该网络设备在该网络设备和该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工作在

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和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链路。

[0066] 在713，方法710包括在连接至该网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由该网络

设备引发该客户端设备将第二无线链路从该网络设备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

[0067] 图7是图示根据本公开的支持不同的无线网络设备之间的会话转移的另一示例性

方法的流程图。参考图7：

[0068] 在721，方法720包括由网络设备发布该网络设备和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

备的无线信息。

[0069] 在一个示例中，该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可在该网络设备的扇区中收集，例如

通过扫描。在此情况下，比其他扫描到的邻居网络设备更靠近该客户端设备的该邻居网络

设备可包括在该无线信息中。

[0070] 该网络设备和该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可在信标间隔(BI)中的信标头间隔

(BHI)的信标传输间隔(BTI)中发布，BTI包括该网络设备的扇区中的DMG  beacon，并且每个

扇区中的DMG  beacon包括该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和在该扇区中扫描到的邻居网络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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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信息。该客户端设备可读取包括该网络设备和该邻居网络设备的多设备集的无线信

息。包括该网络设备和该邻居网络设备的多设备集可被该客户端设备视为虚拟设备。

[0071] 在722，方法720包括由该网络设备在该网络设备和该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工作在

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和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链路。

[0072] 在723，方法720包括在连接至该网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由该网络

设备引发该客户端设备将第二无线链路从该网络设备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

[0073] 在724，方法720包括在该客户端设备将会话从连接至该网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

转移至连接至该邻居网络设备的第二无线链路以后，由网络设备将连接至该网络设备的第

一无线链路去激活。

[0074] 图8是图示根据本公开的支持不同的无线网络设备之间的会话转移的另一示例性

方法的流程图。参见图8：

[0075] 在731，方法730包括由网络设备发布该网络设备和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

备的无线信息。

[0076] 在一个示例中，该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可在该网络设备的扇区中收集，例如

通过扫描。在此情况下，比其他扫描的邻居网络设备更靠近该客户端设备的该邻居网络设

备可包括在该无线信息中。

[0077] 该网络设备和该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可在信标间隔(BI)中的信标头间隔

(BHI)的信标传输间隔(BTI)中发布，BTI包括该网络设备的扇区中的DMG  beacon，并且每个

扇区中的DMG  beacon包括该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和在该扇区中扫描到的邻居网络设备的

无线信息。该客户端设备可读取包括该网络设备和该邻居网络设备的多设备集的无线信

息。包括该网络设备和该邻居网络设备的多设备集可被该客户端设备视为虚拟设备。

[0078] 在732，方法730包括由该网络设备在该网络设备和该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工作在

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和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链路。

[0079] 在733，方法730包括由该网络设备探测第一无线链路的退化以触发切换。方法730

可进一步包括在733探测第二无线链路的退化。

[0080] 在734，方法730包括由该网络设备探测该客户端设备的位置和移动方向。

[0081] 在735，方法730包括由该网络设备基于该客户端设备的位置和移动方向确定邻居

网络设备中的一个用于切换。

[0082] 在736，方法730包括在连接至该网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由该网络

设备引发该客户端设备将第二无线链路从该网络设备切换至确定的邻居网络设备。

[0083] 在737，方法730包括在该客户端设备将会话从连接至该网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

转移至连接至该邻居网络设备的第二无线链路以后，由该网络设备将连接至该网络设备的

第一无线链路去激活。

[0084] 图9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例如在图1中示出的诸如AP的网络设备10的示例性无

线网络设备的框图。

[0085] 网络设备810包括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收发器811，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

第二无线收发器812，处理器813和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non-transitory  computer 

readable  storage  medium)814。

[0086] 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814存储用于处理器813可执行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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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该指令包括信息发布指令，当由处理器81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13发布网络设备

和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

[0088] 该指令包括链路建立指令，当由处理器81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13在该网络设备

和该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和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

无线链路。

[0089] 该指令包括切换触发指令，当由处理器81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13在连接至该网

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将第二无线链路从该网络设备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

[0090] 图10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例如在图1中示出的诸如AP的网络设备10的另一示例

性无线网络设备的框图。

[0091] 网络设备820包括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收发器821，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

第二无线收发器822，处理器823和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824。

[0092] 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824存储用于处理器823可执行的指令。

[0093] 该指令包括信息发布指令，当由处理器82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23发布网络设备

和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

[0094] 该指令包括链路建立指令，当由处理器82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23在该网络设备

和该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和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无线

链路。工作

[0095] 该指令包括切换触发指令，当由处理器82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23在连接至该网

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将第二无线链路从该网络设备切换至邻居网络设备。

[0096] 该指令包括转移响应指令，当由处理器82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23在该客户端设

备将会话从连接至该网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转移至连接至邻居网络设备的第二无线链

路以后，将连接至该网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去激活。

[0097] 图11是图示根据一个示例的例如在图1中示出的诸如AP的网络设备10的另一示例

性无线网络设备的框图。

[0098] 网络设备830包括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收发器831，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

第二无线收发器832，处理器833和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834。

[0099] 非瞬时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834存储用于处理器833可执行的指令。

[0100] 该指令包括信息发布指令，当由处理器83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33发布网络设备

和邻近客户端设备的邻居网络设备的无线信息。

[0101] 该指令包括链路建立指令，当由处理器83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33在该网络设备

和该客户端设备之间建立工作在第一频带上的第一无线链路和工作在第二频带上的第二

无线链路。

[0102] 该指令包括退化探测指令，当由处理器83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33探测第一无线

链路的退化以触发切换。执行退化探测指令的处理器833还可以进一步探测第二无线链路

的退化。

[0103] 该指令包括移动探测指令，当由处理器83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33探测该客户端

设备的位置和移动方向。

[0104] 该指令包括目标选择指令，当由处理器83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33基于该客户端

设备的位置和移动方向确定邻居网络设备中的一个用于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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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该指令包括切换触发指令，当由处理器83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33在连接至该网

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激活的期间，引发该客户端设备将第二无线链路从该网络设备切换

至确定的邻居网络设备。

[0106] 该指令包括转移响应指令，当由处理器833执行时其引发处理器833在该客户端设

备将会话从连接至该网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转移至连接至邻居网络设备的第二无线链

路以后，将连接至该网络设备的第一无线链路去激活。

[0107] 尽管本公开已经联系某些示例性实施例进行描述，将理解的是本公开不限于公开

的实施例，相反，其旨在覆盖包括在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价物的精神和范围内的各种改进

和等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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