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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

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是业界首个支持三个空间流 
的 4x4 MIMO 无线接入点，具备关键任务可靠性，与同类产品相 
比能够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高性能笔记本电脑带来高达三

倍的性能提升。目前业界的解决方案仅仅致力于简单满足快速

涌现的各种移动设备和移动应用对无线网络的需求，与这类解

决方案相比，全新的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不仅能 
够保持更高速度和更可靠的无线连接，将 450 Mbps 速率的可

用性提升多达三倍，同时还可有效优化更多移动设备的性能。

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包括可显著提高性能和客户端接入范围的 

思科 ClientLink 2.0技术，以及可推动建立自修复和自优化网络的思科 CleanAir 

频谱智能技术。

射频卓越性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延续了思科 Aironet 系列产品一贯的射频卓越性优势，堪

称一款旗舰级无线接入点，能够提供业界领先的性能，实现安全可靠的无线连

接。企业级芯片和优化的无线电模块提供了强大的移动性体验，其中包括：

• 支持 4x4 多输入多输出（MIMO）和三个空间流的 802.11n 技术- 能够在更大

范围内保持 450 Mbps 的连接速率，与同类无线接入点相比可提供更大容量

和更高可靠性。

• MIMO均衡 – 可将信号减弱的影响降至最低，优化上行链路性能和可靠性。

• 思科ClientLink 2.0技术 – 可提高所有移动设备的下行链路性能，包括802.11n

单空间流、双空间流和三空间流客户端设备。

• 思科CleanAir技术 – 可提供主动的高速频谱智能，以解决无线干扰引起的性

能问题。

   数据表

思科 Aironet 3600i无线接入点

• 配有内置天线的精巧设计

• 办公环境的理想选择

思科 Aironet 3600e 无线接入点

• 坚固的金属外壳，工作温度范围更广

• 适于工厂、仓库及其它室内工业环境

• 外接天线实现广泛的射频覆盖范围

• UL 2043 天花板阻燃等级，可选择安装于天花板或悬

挂在天花板上

• 可在 5 到 30 秒内分辨 20 多种不同干扰，包括非 
Wi-Fi 干扰

• 自动纠正措施，更少人工干预

故障排除证据支持快速消除干扰和采取前瞻性措施

• 支持干扰历史信息的追溯分析以更快的解决问题

• 24x7 全天候监控和远程接入能力可减少出差需求，加

速解决问题

• 频谱分析专家连接（Spectrum Expert Connect）功
能可提供实时的原始频谱数据，帮助解决难以诊断的

干扰问题

• 通过CleanAir技术中的空气质量指数 (Air Quality 
Index) 可以快速了解网络性能和干扰影响

强健的安全性和策略执行能力

• 业界首创支持检测工作在非标准 Wi-Fi 信道的欺诈无

线接入点

• 支持检测欺诈无线接入点和射频拒绝服务攻击。

• 管理帧保护可检测恶意用户并向网络管理员发送警告。

• 制定策略以阻止干扰Wi-Fi网络或危害网络安全的设备

安全互操作性

• 仅适用于基于控制器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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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heet 

 

Cisco Aironet® 3600i Access Point 
● Sleek design with internal antennas 
● Ideal for office environments 

Cisco Aironet 3600e Access Point 
● Rugged metal housing and extended 

operating temperature 
● Ideal for factories, warehouses, and other 

indoor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 Versatile RF coverage with external antennas 
● UL 2043 plenum-rated for above-ceiling 

installation options or suspended from drop 
ceilings 

● Classify over 20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ference, including non-Wi-Fi interference 
within 5 to 30 seconds 

● Automatic remedial action and less manual 
intervention 

Troubleshooting Forensics for Faster 
Interference Resolution and Proactive Action 

● Historic interference information for back-in-
time analysis and faster problem solving 

● 24/7 monitoring with remote access reduces 
travel and speeds resolution 

● Spectrum Expert Connect provides real-time, 
raw spectrum data to help with difficult-to-
diagnose interference problems 

● The Air Quality Index in CleanAir provides a 
snapshot of network performance and the 
impact of interference 

Robust Security and Policy Enforcement 
● Industry’s first access point with non-Wi-Fi 

detection for off-channel rogues 
● Supports rogue access point detection and 

detection of denial-of-service attacks 
● Management frame protection detects 

malicious users and alerts network 
administrators 

● Set policies to prohibit devices that interfere 
with the Wi-Fi network or jeopardize network 
security 

Secure Interoperability 
● Controller-based deployment only 

 

Cisco Aironet 3600 Series Access Point 

 

Delivering up to three times faster performance 
versus competition for tablets, smartphones and 
high performance laptops, the industry’s only 4x4 
MIMO, 3 spatial stream access point delivers 
mission critical reliability. Current solutions struggle 
to scale to meet demands on the wireless networks 
from the influx of diverse mobile devices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The new Cisco Aironet 3600 
Series sustains reliable connections at higher 
speeds further from the access point than 
competing solutions, resulting in up to three times 
more availability of 450 Mbps rates, and optimizing 
the performance of more mobile devices. 

Cisco Aironet 3600 Series includes Cisco ClientLink 2.0 to boost 
performance and range for clients and includes Cisco CleanAir 
spectrum intelligence for a self-healing, self-optimizing network. 

RF Excellence 
Building on the Cisco Aironet heritage of RF excellence, the 3600 
Series is a flagship access point, delivering industry-leading 
performance for secure and reliable wireless connections. 
Enterprise-class silicon and optimized radios deliver a robust mobility 
experience which includes: 

● 802.11n with 4x4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 (MIMO) 
technology with three spatial streams, which sustains 450 
Mbps rates over a greater range for more capacity and 
reliability than competing access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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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特性确保了思科能够在无线网络上带来最佳的最终用户体验。

此外，思科还提供了业界最广泛的 802.11n 天线选择，能够为各种部署方案提供最佳覆盖范围。

可扩展性

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是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一个组件，该解决方案可扩展多达 18,000 个无线接入点到企业

园区、分支机构和远程站点并提供全面的第 3 层移动性。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是业界具有最高灵活性、永续性和可扩展性的架 

构，支持安全访问移动服务和应用程序，并通过与现有有线网络的无缝集成提供了最低的总体拥有成本和强大的投资保护

能力。

产品规格

表 1 列出了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的产品规格。

表 1. 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无线接入点的产品规格。

条目 规格

编号 思科 Aironet 3600i 无线接入点：室内环境，配有内置天线

• AIR-CAP3602I-X-K9 – 双频，基于控制器的802.11a/g/n

• AIR-CAP3602l-xK910 – 环保包装（双频 802.11a/g/n），10 个无线接入点

思科 Aironet 3600e 无线接入点：室内，具有挑战性的环境，配有外接天线

• AIR-CAP3602E-X-K9 – 双频，基于控制器的802.11a/g/n

• AIR-CAP3602E-xK910 – 环保包装（双频802.11a/g/n），10 个无线接入点

思科 SMARTnet® 服务，用于配有内置天线的思科 Aironet 3600i 无线接入点

CON-SNT-CAP362lx - SMARTnet 8x5xNBD 3600i无线接入点（双频 
802.11 a/g/n）

Qty(10) CON-SNT-CAP362lx - SMARTnet 8x5xNBD 10个环保包装 3600i 
无线接入点（双频 802.11 a/g/n）

SMARTnet 服务，用于配有外接天线的思科 Aironet 3600e 无线接入点

• CON-SNT-CAP3602x - SMARTnet 8x5xNBD 3600e 无线接入点 （双频 
802.11 a/g/n）

• Qty(10) CON-SNT-CAP3602x - SMARTnet 8x5xNBD 10个环保包装 
3600e 无线接入点（双频 802.11 a/g/n）

思科无线局域网服务

• AS-WLAN-CNSLT - 思科无线局域网规划和设计服务

• AS-WLAN-CNSLT - 思科无线局域网 802.11n 迁移服务

• AS-WLAN-CNSLT - 思科无线局域网性能和安全评估服务

管制范围：（x = 管制范围）

客户负责验证在其各自国家/地区的使用审批。要验证审批并识别与特定国家/
地区对应的管制范围，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qo/aironet/compliance。

并非所有管制范围都已获审批。全球价格表中将会即时提供已获审批的部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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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规格

软件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软件 7.2 或更高版本。

802.11n 2.0版（及相关）功能 • 4x4 多输入多输出 (MIMO)，三空间流

• 最大比合并 (MRC)

• 802.11n 和 802.11a/g 波束赋形

• 20-MHz 和 40-MHz 信道

• PHY 数据速率高达450 Mbps (40-MHz，5 Ghz)

• 数据包聚合：A-MPDU (Tx/Rx)、A-MSDU (Tx/Rx)

• 802.11 动态频率选择 (DFS)

• 移位循环分集 (CSD) 支持

支持的数据速率 802.11a：6、9、12、18、24、36、48 和 54 Mbps

802.11 g：1、2、5.5、6、9、11、12、18、24、36、48 和 54 Mbps

802.11n 数据速率（2.4 GHz 和 5 GHz）：

MCS指数1 I Gl2 = 800ns Gl = 400ns

20-MHz 速率 (Mbps) 40-MHz 速率 (Mbps) 20-MHz 速率 (Mbps) 40-MHz 速率 (Mbps)

0 6.5 13.5 7.2 15

1 13 27 14.4 30

2 19.5 40.5 21.7 45

3 26 54 28.9 60

4 39 1 43.3 90

5 52 108 57.8 120

6 58.5 121.5 65 135

7 65 135 72.2 150

8 13 27 14.4 30

9 26 54 28.9 60

10 39 81 43.3 90

11 52 108 57.8 120

12 78 162 86.7 180

13 104 216 115.6 240

14 117 243 130 270

15 130 270 144.4 300

16 19.5 40.5 21.7 45

17 39 81 43.3 90

18 58.5 121.5 65 135

19 78 162 86.7 180

20 117 243 130 270

21 156 324 173.3 360

22 175.5 364.5 195 405

23 195 405 216.7 450

1 MCS 指数：调制和编码方案 (MCS) 指数确定空间流的数量、调制、编码率以及数据速率值。

2 Gl：符号之间的保护间隔 (GI) 帮助接收器克服多路径延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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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规格

频率波段和 20-MHz 工作频道 A（A 管制范围）：

• 2.412 至 2.462 GHz；11 个频道

• 5.180至5.320 GHz；8 个频道

• 5.500 至 5.700 GHz；8 个频道

（不包括 5.600 至 5.640 GHz）

• 5.745至 5.825 GHz；5 个频道

C（C 管制范围）：

• 2.412 至 2.472 GHz；13 个频道

• 5.745至 5.825 GHz；5 个频道

E（E 管制范围）：

• 2.412 至 2.472 GHz；13 个频道

• 5.180 至 5.320 GHz；8 个频道

• 5.500 至 5.700 GHz；8 个频道

（不包括 5.600 至 5.640 GHz）

I（I 管制范围）：

• 2.412 至 2.472 GHz；13 个频道

• 5.180 至 5.320 GHz；8 个频道

K（K 管制范围）：

• 2.412 至 2.472 GHz；13 个频道

• 5.180至 5.320 GHz；8 个频道

• 5.500 至 5.620 GHz；7 个频道

• 5.745 至 5.805 GHz；4 个频道

N（N 管制范围）：

• 2.412 至 2.462 GHz；11 个频道

• 5.180 至 5.320 GHz；8 个频道

• 5.745 至 5.825 GHz；5 个频道

Q（Q 管制范围）：

• 2.412 至 2.472 GHz；13 个频道

• 5.180 至 5.320 GHz；8 个频道

• 5.500 至 5.700 GHz；11 个频道

R（R 管制范围）：

• 2.412 至 2.472 GHz；13 个频道

• 5.180 至 5.320 GHz；8 个频道

• 5,660 至 5,805 GHz；7 个频道

S（S 管制范围）：

• 2.412 至 2.472 GHz；13 个频道

• 5.180 至 5.320 GHz；8 个频道

• 5.745 至 5.825 GHz；5 个频道

T（T 管制范围）：

• 2.412 至 2.462 GHz；11 个频道

• 5.280 至 5.320 GHz；3 个频道

• 5.500 至 5.700 GHz；8 个频道

（不包括 5.600 至 5.640 GHz）

• 5.745 至 5.825 GHz；5 个频道

注意：客户负责验证在其各自国家/地区的使用审批。要验证审批并识别与特定国家/地区对应的管制范围，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ao/aironet/compliance。
非重叠频道的最大数量 2.4 GHz

• 802 11b/g：

   °20 MHz：3

• 802.11n：

   °20 MHz：3

5 GHz

• 802.11a：

   °20 MHz：21

• 802.11n：

   °20 MHz：21

   °40 MHz：9

注意：具体值视管制范围而变化。有关各管制范围的具体详情，请参阅产品文档。

接收器灵敏度 • 802.11b (CCK)

   °101 dBm @ 1 Mb/s

   °98 dBm @ 2 Mb/s

   °92 dBm @ 5.5 Mb/s

   °89 dBm @ 11 Mb/s

• 802.11g（非 HT20）

   °91 dBm @ 6 Mb/s

   °91 dBm @ 9 Mb/s

   °91 dBm @ 12 Mb/s

   °90 dBm @ 18 Mb/s

   °87 dBm @ 24 Mb/s

   °85 dBm @ 36 Mb/s

   °80 dBm @ 48 Mb/s

   °79 dBm @ 54 Mb/s

• 802.11a（非 HT20）

   °90 dBm @ 6 Mb/s

   °90 dBm @ 9 Mb/s

   °90 dBm @ 12 Mb/s

   °89 dBm @ 18 Mb/s

   °86 dBm @ 24 Mb/s

   °83 dBm @ 36 Mb/s

   °78 dBm @ 48 Mb/s

   °77 dBm @ 54 Mb/s

2.4-GHz

• 802.11n (HT20)

   °90 dBm @ MCS0

   °90dBm@MCS1

   °90 dBm @ MCS2

   °88 dBm @ MCS3

   °85 dBm @ MCS4

   °80 dBm @ MCS5

   °78 dBm @ MCS6

   °77 dBm @ MCS7

   °90 dBm @ MCS8

5-GHz

• 802.11n(HT20)

   °91dBm@MCS0

   °90dBm@MCS1

   °89dBm@MCS2

   °86dBm@MCS3

   °83 dBm @ MCS4

   °78dBm@MCS5

   °77dBm@MCS6

   °75dBm@MCS7

   °91 dBm@MCS8

5-GHz

• 802.11n (HT40)

   °88 dBm @ MCS0

   °87dBm@MCS1

   °86 dBm @ MCS2

   °82 dBm @ MCS3

   °80 dBm @ MCS4

   °75 dBm @ MCS5

   °73 dBm @ MCS6

   °72 dBm @ MCS7

   °88 dBm @ MC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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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规格

   °90 dBm @ MCS9

   °89dBm@MCS10

   °86dBm@MCS11

   °82dBm@MCS12

   °78dBm@MCS13

   °77dBm@MCS14

   °75dBm@MCS15

   °90dBm@MCS16

   °89dBm@MCS17

   °87dBm@MCS18

   °-84dBm@MCS19

   °81 dBm @ MCS20

   °76 dBm @ MCS21

   °75 dBm @ MCS22

   °74 dBm @ MCS23

   °89dBm@MCS9

   °87dBm@MCS10

   °84dBm@MCS11

   °80dBm@MCS12

   °76dBm@MCS13

   °75dBm@MCS14

   °73dBm@MCS15

   °90dBm@MCS16

   °88dBm@MCS17

   °85dBm@MCS18

   °82dBm@MCS19

   °79dBm@MCS20

   °74dBm@MCS21

   °73dBm@MCS22

   °72dBm@MCS23

   °86 dBm @ MCS9

   °84dBm@MCS10

   °80dBm@MCS11

   °77dBm@MCS12

   °73dBm@MCS13

   °71 dBm@MCS14

   °70dBm@MCS15

   °87dBm@MCS16

   °84dBm@MCS17

   °82dBm@MCS18

   °78dBm@MCS19

   °75 dBm @ MCS20

   °71 dBm@MCS21

   °69 dBm @ MCS22

   °68 dBm @ MCS23

最大传输功率 2.4 GHz

• 802.11b

   °23 dBm - 4个天线

• 802.11g

   °23 dBm - 4个天线

• 802.11n (HT20)

   °23 dBm - 4个天线

5 GHz

• 802.11a

   °23 dBm - 4个天线

• 802.11n(HT20)

   °23 dBm - 4个天线

• 802.11n(HT40)

   °23 dBm - 4个天线

注意：最大功率设置视频道和个别国家/地区的规定而变化。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产品文档。

可用传输功率设置 2.4 GHz

• 23 dBm (200 mW)

• 20 dBm (100 mW)

• 17 dBm (50 mW)

• 14 dBm (25 mW)

• 11 dBm (12.5 mW)

• 8 dBm (6.25 mW)

• 5 dBm (3.13 mW)

• 2 dBm (1.56 mW)

5 GHz

• 23 dBm (200 mW)

• 20 dBm (100 mW)

• 17 dBm (50 mW)

• 14 dBm (25 mW)

• 11 dBm (12.5 mW)

• 8 dBm (6.25 mW)

• 5 dBm (3.13 mW)

• 2dBm(1.56mW)

注意：最大功率设置视频道和个别国家/地区的规定而变化。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产品文档。

集成天线 • 2.4 GHz，增益 2 dBi，内置全向，水平波束宽度 360°

• 5 GHz，增益 5 dBi，内置全向，水平波束宽度 360°
外接天线（单独购买） • 思科提供业界最广泛的 802.11n 天线选择，为各种部署方案提供最佳覆盖范围。

• 连接器：4 RP-TNC (2.4 GHz)，4 RP-TNC (5 GHz)
接口 • 10/100/1000BASE-T 自动传感 (RJ-45)

• 管理控制台端口 (RJ-45)

指示器 • 状态LED指示引导加载程序状态、关联状态、工作状态、引导加载程序警告、引导加载程序错误

尺寸（宽 x 长 x 高） • 无线接入点（不含安装支架）8.7 x 8.7 x 1.84 英寸（22.1 x 22.1 x 4.7 厘米）

重量 • 2.3 磅（1.04 千克）

环境 思科Aironet 3600i

• 非工作（储存）温度：-22 至 158°F (-30 至 70°C)

• 工作温度：32 至 104°F (0 至 40°C)

• 工作湿度：10% 至 90%（非冷凝）

思科Aironet 3600e

• 非工作（储存）温度：-40 至 158°F (-40 至 70°C)

• 工作温度：-4 至 +131°F (-20 至 +55°C)

• 工作湿度：10% 至 90% （非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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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规格

系统内存 • 128 MB DRAM

• 32 MB 闪存
输入电源要求 • AP3600：44 至 57 VDC

• 电源和馈电器：100至 240 VAC；50 至 60 Hz
电源选项 • 802.3af 以太网交换机

• 思科AP3600 馈电器 (AIR-PWRINJ4=)

• 思科AP3600 本地电源 (AIR-PWR-B=)
功率 • AP3600：12.95 W

注意：使用以太网供电（PoE）部署时，供电设备的功耗将高于该值，具体取决于互连电缆的长度。高出的功率可能
高达2.45W，从而使系统总功率（无线接入点 + 电缆）达到15.4W。

保修 有限终身硬件保修

合规性标准 UL 60950-1

   °CAN/CSA-C22.2 No. 60950-1

   °UL2043

   °IEC 60950-1

   °EN 60950-1

   °EN 50155

• 无线电标准：

   °FCC 第 15.247、15.407 部分

   °RSS-210（加拿大）

   °EN 300.328、EN 301.893（欧洲）

   °ARIB-STD 66（日本）

   °ARIB-STD T71（日本）

   °EMI 和磁化系数（B级）

   °FCC 第 15.107 和 15.109 部分

   °ICES-003（加拿大）

   °VCCI（日本）

   °EN 301.489-1 和 -17（欧洲）

   °EN 60601-1-2 EMC 医疗指令要求 93/42/EEC

• IEEE标准：

   °IEEE 802.11a/b/g、IEEE 802.11n、IEEE 802.11h、IEEE 802.11d

• 安全性：

   °802.11i、Wi-Fi 保护访问 2 (WPA2)、WPA

   °802.1X

   °高级加密标准 (AES)，临时密钥完整性协议 (TKIP)

• EAP 类型：

   °可扩展认证协议 – 传输层安全协议 (EAP-TLS)

   °可扩展认证协议 - 隧道传输层安全协议 (TTLS) 或微软竞争握手认证协议第二版 (MSCHAPv2)

   °受保护的EAP (PEAP) v0 或EAP-MSCHAPv2

   °可扩展认证协议 – 通过安全隧道的灵活认证 (EAP-FAST)

   °PEAPvi 或EAP - 一般标记卡 (GTC)

   °EAP - 用户识别模块 (SIM)

• 多媒体：

   °Wi-Fi 多媒体 (WMM™)

• 其他

   °FCC 公告OET-65C

   °RSS-102

有限的终身硬件保修

思科Aironet 3600系列无线接入点附带有限终身保修，只要最终用户继续拥有或使用本产品，就可享受全方位的硬件保

修。保修包括 10 天硬件备件先行更换，以及 90 天保证软件载体无缺陷。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qo/warra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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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无线局域网服务

借助思科及其合作伙伴的智能、定制服务，更快实现您技术投资的全面商业价值。凭借雄厚的网络专业技能和广大志同道合

的合作伙伴的支持，思科无线局域网服务能够支持您部署构建一个强大的可扩展移动网络，不仅可以实现多媒体媒体协作，

还能在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基础之上，通过融合的有线和无线网络基础设施提高工作效率。我们与合作伙伴一起，提供专

业的规划、构建和运营服务，旨在帮助您更快地向先进的移动服务转变，同时在部署架构之后，不断地对其性能、可靠性和安

全性进行优化。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cisco.com/qo/wirelesslanservices。

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思科 Aironet 3600 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qo/wireless or contact your local account representative。

美洲总部

思科系统公司 (Cisco Systems, Inc.)
圣何塞加利福尼亚

亚太区总部

思科系统公司 (Cisco Systems (USA)Pte. Ltd)
新加坡

欧洲总部

思科系统国际公司(Cisco Systems International BV)
阿姆斯特丹

荷兰

思科在全球各地设立有 200 多个办公机构。请登录思科网站 www.cisco.com/go/o�ces，查看各机构的地址、电话号码和传真号码。

思科和 Cisco 标识是思科系统公司和/或其关联公司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标。请访问 www.cisco.com/go/trademarks查看思科的商标列表。本文提

及的第三方商标是各自所有人的资产。合作伙伴一词不暗示思科与任何其他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100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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