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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快速、可靠的连接

思科® Aironet® 接入点提供了行业领先的性能，有助于实现安全可靠的无线连接。无论您是需要

面向小型企业的入门级无线产品，还是覆盖数千个位置的关键任务解决方案，思科提供了广泛的

接入点产品组合，旨在满足所有行业、业务类型和拓扑结构的特定需求。

大多数接入点均可以独立或基于控制器的模式购买，以便支持规模性和移动服务方面的独

特需求。控制器能够简化网络部署、运行和管理流程，帮助降低总运营支出。它们可帮助网络

管理员以简单、高效的方式，远程配置和监控任意数量的接入点。控制器必须支持语音、位

置、访客服务和高级安全性。此外，基于控制器的接入点还支持可实现安全的移动远程办公

（OfficeExtend），以及允许接入点在难以连接的位置动态创建无线连接的企业无线网状网

（Enterprise Wireless Mesh）。

带有独立接入点的无线网络是一款不需要控制器的低成本、入门级解决方案。它非常适用于少

于 20 个接入点的小型网络，而且提供了基本的无线功能，同时可通过添加控制器来灵活地扩展

和添加服务。

思科提供了三种类型的接入点：关键任务、交互式多媒体和业务就绪

关键任务：思科CleanAir技术为需要随时访问网络资源和交互式多媒体应用的大中型企• 

业，提供了最高级别的 802.11n 性能、覆盖范围和安全性。该屡获殊荣的行业领先技术提供

了具备自修复和自优化功能的无线网络，有助于减轻无线干扰造成的影响，从而提供最可靠

的无线覆盖范围。

交互式多媒体：这种类型的思科 Aironet 接入点提供了增强的 802.11n 性能，是使用语音、• 

视频、高级安全性和位置追踪等移动服务的大中型企业的理想选择。

业务就绪：这种类型的接入点为中小企业和分支机构中的无线数据和视频提供了入门级 • 

802.11n解决方案。

关键任务接入点

在当前的业务环境中，无线网络的优势不仅仅是便捷，它还具备关键任务的特征。无线网络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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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ironet Access Point

Provide Fast, Reliable Connectivity
Cisco® Aironet® access point provides industry-leading performance for secure and reliable 
wireless connections. Whether you need entry-level wireless for a small enterprise or mission-
critical coverage at thousands of locations, Cisco offers a broad portfolio of access points 
targeted to the specific needs of all industries, business types, and topologies.

Most access points can be purchased in a standalone or controller-based model to support 
unique requirements for scale and mobility services. Controllers reduce overall operational 
expenses by simplifying network deployment,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They allow 
network administrators to remotely configure and monitor several access points to thousands 
of access points in a simple and efficient way. A controller is required to support voice, location 
services, guest access, and advanced security. Controller-based access points also support 
OfficeExtend for secure mobile teleworking and Enterprise Wireless Mesh which allows 
access points to dynamically establish wireless connections in hard-to-connect locations.

A wireless network with standalone access points offers a low-cost, entry-level solution that 
does not require a controller. It is ideal for small-scale networks with less than 20 access 
points, and offers base-level wireless functionality with the flexibility to scale and add services 
over time by adding a controller.

Cisco offers three categories of access points: mission critical, interactive multimedia, and 
business ready.

•	 Mission critical: Cisco CleanAir technology delivers the highest level of 802.11n 
performance, coverage, and security for medium-sized to large organizations that 
require anytime access to network resources and interactive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This award-winning and industry leading technology provides a self-healing and self-
optimizing wireless network that mitigates the impact of wireless interference, providing 
the most reliable wireless coverage. 

•	 Interactive multimedia: This category of Cisco Aironet access points offers enhanced 
802.11n performance and is ideal for medium-sized to large enterprises using mobility 
services such as voice, video, advanced security, and location tracking. 

•	 Business ready: This category of access points provides entry-level 802.11n for wireless 
data and video in small to mid-sized enterprises and branch offices.

Mission-Critical Access Points
In today’s business world, the wireless network is more than just a convenience; it’s mission 
critical. Wireless networks operate in a shared spectrum with a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and 
devices competing for bandwidth in enterprise environments. More than ever, IT managers 

need to have visibility into their wireless spectrum to manage radio frequency (RF) 
interference and prevent unexpected downtime.

The Cisco Aironet 3500 Series Access Point with CleanAir technology can detect, classify, 
locate, and mitigate RF interference automatically and instantaneously. CleanAir gives you 
access to real-time and historic information about devices and assets located anywhere in the 
wireless network. Now you can enforce policies and quickly take action to improve network 
performance based o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With CleanAir technology retailers can help ensure secure credit card transactions, hospitals 
can improve efficiency with wireless patient care and the secure transfer of confidential 
medical records, and colleges can use Wi-Fi voice services to improve campus security. 
Cisco Aironet access points in the mission critical category provide the highest performance 
and scalability to support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Cisco Aironet 3500 Series
•	 Highest 802.11n performance with CleanAir technology for a 

self-healing, self-optimizing wireless network

•	 Standard 802.3af Power over Ethernet

•	 3500i model has internal antennas for typical office  
deployments

•	 3500e model is for rugged environments and requires 
external antennas

•	 Available in a controller-based version only

•	 Antenna Product Portfolio for Cisco Aironet 802.11n  
Access Points 

Interactive Multimedia Access Points
With the growing demands on enterprise wireless networks, including an increase in users, 
a wider variety of client devices, and more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medium-sized to large 
enterprises require a high-performance access point. Cisco Aironet 1140 Series and 1260 
Series Access Points provide enhanced 802.11n performance and coverage for latency 
sensitive applications like voice and video.  
They are built with enterprise-class chips and optimized radios that improve wireless 
coverage and increase system capacity and performance. Cisco Aironet access points 
for interactive multimedia do not support CleanAir technology; however they do deliver RF 
excellence to support a robust mobility experience and include the following special features:

享频谱中运行，其中包括在企业环境中争夺带宽的不同应用和设备。IT 经理需要更好地了解他们

的无线频谱，以便管理无线射频干扰问题，并防止意外宕机事故的发生。

采用 CleanAir 技术的思科 Aironet 3500 系列接入点能够自动、连续地检测、分类、定位和消除 

RF 干扰。CleanAir 可使您访问关于无线网络中所有设备和资产的实时与历史信息。现在您可以

执行相关的策略，快速采取措施以根据智能信息改进网络性能。

借助 CleanAir 技术，零售商可打造安全的信用卡交易环境、医院可通过无线患者护理和机密医

疗记录的安全传输来提高效率，而高等院校则可以通过 Wi-Fi 语音服务来提高校园安全性。关

键任务类别中的思科 Aironet 接入点提供了最高的性能和可扩展性，能够支持当前及未来的业务

通信。

思科 Aironet 3500 系列

借助 CleanAir 技术提供最高的 802.11n 性能，打造具备自修复和自优化功能的无线网络• 

标准 802.3af 以太网供电• 

3500i 型号针对典型的办公室部署提供了内置天线• 

3500e 型号面向苛刻的环境，需要外置天线• 

仅提供基于控制器的版本• 

面向思科 Aironet 802.11n 接入点的天线产品组合• 

交互式多媒体接入点

随着对企业无线网络需求的增长，包括用户增加、更加多样化的设备以及更多的多媒体应用，大

中型企业需要高性能的接入点解决方案。思科 Aironet 1140 系列和 1260 系列接入点针对语音

和视频等延迟敏感性应用提供了增强的 802.11n 性能和覆盖范围。

它们采用企业级芯片和优化的无线技术构建，有助于扩展无线覆盖范围，提高系统容量和性能。

面向交互式媒体的思科 Aironet 接入点不支持 CleanAir 技术；但是它们可提供卓越的 RF 性能，

以支持强大的移动体验，并且包括下列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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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ClientLink 技术针对传统802.11ag客户端提高可靠性和覆盖范围。

思科 • BandSelect 技术可在混合客户端环境中改进客户端的5-GHz连接能力。

思科 • VideoStream 技术可提高组播多媒体应用的性能。

思科 Aironet 1140 系列和 1260 系列接入点是下列环境的理想选择：教育机构内的教室和宿

舍；零售业中的库存管理；医疗保健和制造业中的资产跟踪。

思科 Aironet 1140 系列接入点

针对企业办公环境而设计的 802.11n 接入点• 

面向高质量交互式多媒体和强大移动服务的卓越射频特性• 

标准 802.3af 以太网供电• 

通过基于控制器或以独立的形式提供• 

思科 Aironet 1260 系列接入点

针对苛刻 RF 环境而设计的强大的 802.11n 室内接入点• 

面向高质量交互式多媒体和强大移动服务的卓越射频特性• 

标准 802.3af 以太网供电• 

通过基于控制器或以独立的形式提供• 

需要外置天线（单独销售）• 

面向思科 Aironet 802.11n 接入点的天线产品组合• 

业务就绪型接入点

中小企业和分支机构需要入门级价格的标准无线网络。业务就绪型接入点是提高笔记本电脑移

动性的理想选择，能够为厂商或客户提供访客访问支持，或者提供有限的热点覆盖。它们提供了

思科产品所惯有的安全性和性能，并且具备经济的价格。借助思科 Aironet 1040 系列这样的业

务就绪型接入点，您可以提高不断增长的移动员工的工作效率，并且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扩展

和添加服务。

思科 Aironet 1040 系列接入点

具备理想的入门级价格的 802.11n 接入点• 

企业级性能和安全性• 

卓越的射频特性有助于打造可靠的数据和视频服务• 

通过基于控制器或以独立的形式提供• 

思科优势

802.11n 标准提供了支持交互式多媒体应用所需的带宽和可靠性，其性能最高是 802.11a/g 网

络的 9 倍。此外，思科提供了真正的企业级射频技术，旨在实现 802.11n 性能的最大化。借助

CleanAir、ClientLink 和 VideoStream 等技术，以及优化的接入点无线技术和天线，无论客户端

设备位于何处，都能够显著提升性能。所有思科 Aironet 802.11n 接入点均支持：

有限生命周期硬件保修。• 

5 台设备或 10 台设备为单位的环保型套装（采用一个易于打开的纸箱），旨在简化运输和• 
安装流程，同时将包装浪费减少 50%。

能够针对现有思科接入点轻松改装的安装支架，以便最大程度地节约迁移时间和成本。• 

部署思科 Aironet 802.11n 接入点和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优势包括：面向未来的投资保护，以及

提高企业网络的可扩展性和可靠性。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isco.com/go/wireless.

思科无线远程办公 O�ceExtend

思科 Aironet 600 系列 O�ceExtend 接入点专为远程办公环境而设计，可帮助用户从远程家庭

办公环境持续、安全地访问联网的业务服务。该接入点可连接到家庭宽带互联网并建立到公司网

络的安全通道，帮助远程员工访问数据、语音、视频和云服务，从而获得与公司环境一致的移动

体验。

思科 Aironet 600 系列 O�ceExtend 接入点

802.11n 接入点实现可靠、安全的远程办公• 

面向家庭办公环境的零接触部署有助于缩短设置时间• 

双频支持使用所有可用的频谱，以帮助避免家庭设备造成的拥塞• 

通过流量分割功能支持公司和个人网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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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 业务就绪 交互式多媒体 关键任务 O�ceExtend

思科 802.11n 接入点 1040 系列接入点 
独立

1140、1250、1260 系
列接入点 
独立

1040 系列接入点 
基于控制器

1140、1250、1260 系
列接入点 
基于控制器

3500 系列接入点

类别 面向无线连接的业务

就绪型接入点

面向企业应用的一流性

能接入点

面向无线连接的业务就

绪型接入点

面向企业应用的一流性能

接入点

面向关键任务企业应用的

一流性能接入点
O�ceExtend

目标环境 商 业 企 业 、 小 型 企

业、分支机构
中型企业

商业企业、中小企业、

分支机构
大中型企业 大中型企业 远程办公人员

高密度端点客户端
■ ■ ■ ■ ■

扩展覆盖范围
■ ■ ■

交互式多媒体（语音/
视频）

■ ■ ■

拥塞 RF 环境中的性能

保护
■ ■

无线资源管理
■ ■ ■

思科 CleanAir 技术
■

思科 ClientLink
■ ■ ■

思科 BandSelect
■ ■

思科 VideoStream
■ ■ ■ ■

欺诈 AP 检测
■ ■ ■

适应性 wIPS
■ ■ ■

思科 O�ceExtend
■

■

(1140 Only) ■ ■

HREAP模式
■ ■ ■

室内 Mesh
■ ■ ■

表 1 .   思科 Aironet 802.11n 接入点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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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就绪 交互式多媒体 关键任务 O�ceExtend

思科 Aironet 接入点 1040 系列 1140 系列 1260 系列 3500 系列 3500i 型号 3500 系列 3500e 型号 -

数据上行链路 (Mbps) 10/100/1000 10/100/1000 10/100/1000 10/100/1000 10/100/1000 10/100/1000

电源 802.3af 802.3af 802.3af 802.3af 802.3af 100 到 240 VAC，50-60 Hz 
本地电源

安装 办公室 办公室 苛刻环境 办公室 苛刻环境 家庭

温度范围（摄氏度） 0 至 40° 0 至 40° -20 至 55° 0 至 40° -20 至 55° 0 至 40°

天线 内置 内置 内置 内置 内置 内置

Wi-Fi 标准 a/b/g/n a/b/g/n a/b/g/n a/b/g/n a/b/g/n a/b/g/n

DRAM 128 MB 128 MB 128 MB 128 MB 128 MB 64 MB

闪存 32 MB 32 MB 32 MB 32 MB 32 MB 16 MB

DFS（脉冲检测） .08 μs .08 μs .08 μs .05 μs .05 μs -

有限生命周期保修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 2.    思科 Aironet 802.11n 接入点对照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