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无线局域网产品 

思科天线和附件 

思科天线和附件  

每个无线局域网的部署都各不相同。在设计一个建筑物内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各种由于不同的

设施面积、建筑材料、内部结构等导致的传输和多路径问题。思科拥有无线设备厂商中种类最多

的天线、电缆和附件。思科为接入点和网桥设备提供了全面的 2.4GHz 和 5GHz 天线，可以为几

乎任意安装实施定制的无线解决方案。  
 
关键特性  

 客户端适配器天线——为了适应一些特殊应用的要求，扩展传输范围，思科还提供了多种

兼容特定客户端适配器的、可选的高增益天线 
 接入点天线——兼容所有配备 Cisco  RP-TNC 的接入点；提供多种具有不同的增益、覆盖

范围、波束宽度、外型的天线 
 网桥天线——具有用于点对点传输的定向配置和用于点对多点部署的全向配置 
 低损耗电缆扩展了 Cisco Aironet 网桥和天线之间的距离。通过使用每 100 英尺（30 米）6.7dB

损耗的电缆，能够在对覆盖范围没有较大影响的情况下保障安装的灵活性 
 为 5GHz 网桥应用提供了全面的天线  

 
产品特性  
接入点天线  

特性 AIR-ANT5959 AIR-ANT2410Y-R AIR-ANT2012 AIR-ANT3213 AIR-ANT2410Y-R

说明 天花板安装的分集式

全向天线 

杆顶或墙面安装的

八木天线 

墙面安装分集式天

线 

柱形安装全向分

集式天线 

杆顶或墙面安装的

八木天线 

应用 室内无障碍天线，适用

于天花板安装。能在高

多路径单元和密集环

境中提供出色的吞吐

率和覆盖范围的解决

方案。 

室内 /室外定向天

线，用于接入点或

网桥 

室内/室外无障碍中

距离天线 

室内无障碍中距

离天线 

室内 /室外定向天

线，用于接入点或

网桥 

大致室

内覆盖

范围 1 

6 Mbps: 295 英尺 (90 

米) 

54 Mbps: 88 英尺 (27 

米) 

6 Mbps: 548 英尺

(167 米) 

54 Mbps: 165 英尺

(50 米) 

6 Mbps: 418 英尺

(127 米) 

54 Mbps: 126 英尺

(38 米) 

6 Mbps: 379 英尺

(121 米) 

54 Mbps: 114 英

尺(35 米) 

6 Mbps: 548 英尺

(167 米) 

54 Mbps: 165 英

尺(50 米) 

电缆长

度 

3 英尺（0.91 米） 3 英尺（0.91 米） 3 英尺（0.91 米） 3 英尺（0.91 米） 3 英尺（0.91 米）

规格（高

x宽x长） 

5.3×2.8×0. 9 英 寸

（13.5×7.1×2.3 厘米） 

7.25 x 5 英寸 (18.4 

x 12.7 厘米) 

4.78×6.66×.82 英寸

（12.14×16.92×2.08

厘米） 

10×1 英 寸

（25.4×2.5 厘米） 

7.25 x 5 英寸 (18.4 

x 12.7 厘米) 

重量 0.3 磅（0.14 公斤） 8 盎司 9.6 盎司（272 磅） 1 磅（460 克） 8 盎司(227 g) 

1各种覆盖范围的估算的基础都是：一个集成式客户端适配器天线和一个接入点处于理想的室内情况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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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参考距离都是仅用于估算目的的近似值。 

 
接入点天线（续）  

特性 AIR-ANT1728 AIR-ANT4941 AIR-ANT3549 AIR-ANT1729 AIR-ANT5135D-R 

说明 天花板安装的高

增益全向天线 

2.2dBi 偶极天线 

 

平板式墙面安装

天线 

平板式墙面安装

天线 

室内全向覆盖范围 

应用 室内中距离天线，

典型配置是吊装

在天花板横梁下 

室内全向覆盖范围 室内无障碍长距

离天线（可作为中

距离网桥天线使

用） 

室内无障碍中距

离天线（可作为中

距离网桥天线使

用） 

3.5 dBi 

大致室内覆

盖范围 1 

6 Mbps: 379 英尺 

(116 米) 

54 Mbps: 114 英尺

(35 米) 

6 Mbps: 300 英尺

(91 米) 

54 Mbps: 90 英尺

(27 米) 

6 Mbps: 507 英尺

(155 米) 

54 Mbps: 153 英尺

(47 米) 

6 Mbps: 403 英尺

(123 米) 

54 Mbps: 121 英

尺(37 米) 

6 Mbps: 675 英尺(206

米) 

54 Mbps: 75 英尺(21

米)  

电缆长度 3 英尺（0.91 米） N/A 3 英尺（0.91 米） 3 英尺（0.91 米） 360° H 40° E 

规格 ( 长 x 

宽) 

9 x 1 英寸(22 x 2.5

厘米) 

5.5 英寸（14 厘米） 5×5 英寸

（12.4×12.4 厘米）

4×5 英寸（9.7×13

厘米） 

N/A 

重量 4.6 盎司（131 克） 1.1 盎司 （31 克） 5.3 盎司（150 克） 4.9 盎司（139 克） 5 1/3 x 0.6 英寸 

1各种覆盖范围的估算的基础都是：一个集成式客户端适配器天线和一个接入点处于理想的室内情况下。这

里的参考距离都是仅用于估算目的的近似值。 
 
接入点天线（续）  

特性 AIR-ANT5145V-R AIR-ANT5160V-R AIR-ANT5170P-R AIR-ANT5195P-R 

应用 室内全向覆盖范围 室内中距离天线 室内/室外定向墙面安装

天线  

室内/室外平板式天线，

有多种安装选项 

增益 4.5dBi 6dBi 7.0 dBi 9.5 dBi 

大致覆盖

范围 1 

6 Mbps:732 英尺 (223 米) 

54 Mbps: 82 英尺(25 米) 

6 Mbps: 822英尺(251米)

54 Mbps: 92 英尺(28 米)

6 Mbps: 880 英尺(270 米)

54 Mbps: 140 英尺(43 米)

6 Mbps:1030 英尺 (313

米) 

54 Mbps: 170英尺(52米)

波束宽度 360° H，50° E 360° H，17° E 70° H, 50° V 50° H, 43° V 

电缆长度 3 英尺（0.91 米） 3 英尺（0.91 米） 36" 36" 

规格(长 

x 宽) 
6 3/4" x 4.2"  12 x 1 英寸  

5.7 英寸  (14.5 厘米 ) x 

4.3 英寸 (10.9 厘米) x 0.7 

英寸 (1.8 厘米) 

5.1 英寸 (12.9 厘米 ) x 

5.1 英寸 (12.9 厘米) x 

1.0 英寸 (2.5 厘米) 

重量 11.5 盎司 5.3 盎司 8 盎司(0.2 公斤) 10 盎司(0.2 公斤) 

1各种覆盖范围的估算的基础都是：一个集成式客户端适配器天线和一个接入点处于理想的室内情况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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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参考距离都是仅用于估算目的的近似值。 

 
网桥天线  

特性 AIR-ANT2506 AIR-ANT24120 AIR-ANT2414S-R AIR-ANT1949 AIR-ANT3338 

说明 全向室外天线 高增益全向杆顶

安装天线 

垂直极化扇形天线；

-15 dBc, 0 到 30º；衰

减降低；旁瓣零点填

充；杆顶安装 

八木杆顶安装

天线 

抛物面天线 

应用 室外短距离点

对多点应用 

室外中距离点对

多点应用 

室外长距离点对多

点应用 

室外中距离定

向连接 

室外长距离定向

连接 

大致室内覆

盖范围 1 

2 Mbps: 3.3 英

里 (5.31 公里) 

11 Mbps: 1.66

英里 

(2.66 公里) 

54 Mbps: .21 英

里(.34 公里) 

2 Mbps: 15.81 英

里(25.43 公里) 

11 Mbps: 7.92 英

里(12.75 公里) 

54 Mbps: 1.0 英

里(1.6 公里) 

2 Mbps: 16.71 英里

(26.89 公里) 

11 Mbps: 8.89 英里

(14.30 公里) 

54 Mbps: 1.26 英里

(2.02 公里) 

2 Mbps: 18.33

英里(29.49 公

里) 

11 Mbps: 

11.19 英 里

(18.01 公里) 

54 Mbps: 1.41

英里 (2.27 公

里) 

2 Mbps: 26.49 英

里(42.62 公里) 

11 Mbps: 20.1 英

里(32.33 公里) 

54 Mbps: 4.46 英

里(7.17 公里) 

电缆长度 3 英尺（0.91 米） 1 英尺（0.30 米） 5 英尺（3 米） 1.5 英尺（0.46

米） 

2 英尺（0.61 米）

规格(L x D) 13x1 英 寸

（33x2.5 厘米） 

42x1.5 英 寸

（103x3 厘米）

36x5 英寸（91x15 厘

米） 

18x3 英 寸

（ 46x7.6 厘

米） 

24 英寸（61 厘

米） 

重量 6 盎司（17 克） 1.5 磅（0.68 公

斤） 

6.5 磅（3 公斤） 1.5磅（0.68克） 11 磅（5 公斤）

1各种覆盖范围的估算的基础都是：一个集成式客户端适配器天线和一个接入点处于理想的室内情况下。这

里的参考距离都是仅用于估算目的的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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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损耗/超低损耗天线电缆  

特性 AIR-CAB020LL-R AIR-CAB050LL-R AIR-CAB100ULL-R AIR-CAB150ULL-R 

电缆长度 20 英尺（6 米） 50 英尺（15 米） 100 英尺（30 米） 150 英尺（46 米） 

传输损耗 1.3dB 3.4dB 4.4dB 6.6dBi 

 
Cisco Aironet 附件  

特性 AIR-ACC2537-060 AIR-ACC3354 AIR-ACC245LA-R AIR-ACC2662 

说明 60 英寸（152 厘米）

屏蔽延长器 

避雷器 60 英寸（152 厘米）

屏蔽延长器 

八木天线链接架 八木天线链接架 

应用 在机箱内延展接入

点连接的灵活天线

电缆 

防止闪电传导浪涌电压和

静电的破坏；在机箱内延展

接入点连接的灵活天线电

缆 

防止闪电传导浪涌电压和

静电的破坏 

为杆顶安装的八

木天线增加转动

能力 

 
Cisco Aironet 1400 无线网桥天线(5 GHz)  

特性  AIR-ANT58G9VOA-N  AIR-ANT58G10SSA-N  AIR-ANT58G28SDA-N  

说明 全向杆顶安装天线 杆顶安装扇形天线 杆顶安装碟形天线 

应用 室外短距离点对多点应用 室外中距离点对点和点对

多点应用 

室外长距离定向连接 

增益（包括所提

供的跳线电缆） 

9.0dBi 9.5dBi 28.0dBi 

极化 垂直 垂直或水平，可现场配置 垂直或水平，可现场配置 

角度调整 无 无 +/- 12.5 度 

9Mbps 时的大

致覆盖范围 

8 英里 (13 公里) (远程地

点安装 22.5 dBi 天线) 

与 AIR-ANT58G9VOA-N

相同 

23 英里(37 公里) (每端均安装

28 dBi 天线) 

54Mbps 时的大

致覆盖范围 

2 英里 (3 公里) (远程地点

安装 22.5 dBi 天线) 

与 AIR-ANT58G9VOA-N

相同 

12 英里(19 公里) (每端均安装

28 dBi 天线) 

波束宽度 360 H, 6 V  60 H, 60 V 5.7 H, 6 V 

所提供的跳线

电缆长度 

4.9 英尺（1.5 米） 与 AIR-ANT58G9VOA-N

相同 

与 AIR-ANT58G9VOA-N 相同

规格（高 x 宽 x

长） 

18 x 1 英寸 (46 x 2.5 厘

米) (长 x 宽) 

2.5 x 2.5 x 1.75 英寸(6.4 x 

6.4 x 4.5 厘米)  

直径：29 英寸(74 厘米) 高度：

14.5 英寸(36.8 厘米) 

重量 2.0 磅 (0.9 公斤)  1.25 磅 (0.6 公斤)  9.5 磅 (4.3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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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ironet 网桥附件  

特性  AIR-ACCRWM1400  AIR-ACCBRGB=  AIR-ACCMFM1400=  

说明 屋顶/墙壁安装工具 接地模块 多功能安装 

应用 可安装于平面 

包括全面的角度和方位调整 

防止闪电传导浪涌电

压和静电的破坏 

可安装于直径在 1.5 英寸和 2.5 英寸之

间的柱上 

包括全面的角度和方位调整 

 
Cisco Aironet 馈电器电缆  

特性  AIR-CAB020DRG6-F=  AIR-CAB050DRG6-F= AIR-CAB100DRG6-F  

电缆长度 20 英尺（6 米） 50 英尺（15 米） 100 英尺（30 米） 

 
部分产品编号和订购信息 1  

Cisco Aironet 附件 

AIR-ACC2662 八木天线链接架 

AIR-ACC3354 避雷器，带有接地环 

AIR-CAB020LL-R 20 英尺(6 米) 低损耗天线电缆 

AIR-CAB050LL-R 50 英尺 (15 米) 低损耗天线电缆 

AIR-CAB100ULL-R 100 英尺(30 米) 低损耗天线电缆 

AIR-CAB150ULL-R 150 英尺. (46 米) 低损耗天线电缆 

Cisco Aironet 天线 

AIR-ANT1728 5.2 dBi 全向天花板安装天线 

AIR-ANT1729 6 dBi 墙壁安装平板式天线 

AIR-ANT1949 13.5 dBi 八木杆顶安装天线 

AIR-ANT2012 6.5 dBi 分集式墙壁安装天线 

AIR-ANT2506 5.2 dBi 全向杆顶安装天线 

AIR-ANT3195 3 dBi 墙壁安装平板式天线 

AIR-ANT3213 5.2 dBi 柱形安装分集式全向天线 

AIR-ANT2410Y-R 10 dBi 八木杆顶或墙壁安装天线 

AIR-ANT3338 21 dBi 抛物面天线 

AIR-ANT3351 2.2 dBi POS 分集式偶极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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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ANT3549 8.5 dBi 半球平板式天线 

AIR-ANT24120 12 dBi 全向杆顶安装天线 

AIR-ANT4941 2.2 dBi 偶极天线（标准 Rubber Duck） 

AIR-ANT5959 2.0dBi 分集式全向天花板安装天线 

AIR-ANT2414S-R 14dBi 扇形杆顶安装天线 

AIR-ANT5135D-R 3.5 dBi 偶极天线 

AIR-ANT5145V-R  4.5 dBi 全向天线 

AIR-ANT5160V-R  6 dBi 全向天线 

AIR-ANT5170P-R 7.0 dBi 分集式墙壁安装平板天线 

AIR-ANT5195P-R 9.5 dBi 墙壁或杆顶安装 

1 这里列出的仅仅是通过“详情垂询”的 URL 链接所能找到的所有产品的一小部分。有些产品设有一定的访

问权限，或者无法通过分销渠道获得。经销商：要想获得最新的产品编号和订购信息，请访问分销产品查

阅指南，网址是 http://www.cisco.com/dprg。（目前只限于部分国家）。 
 
详情垂询 
请访问 Aironet 天线和附件网站：http://www.cisco.com/go/anten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