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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Aironet 802.11n 无线接入点包括了思科Aironet 1260系列，1600e系列，2600e系列，3500e系列，

3600e系列，以及1550系列。这些无线接入点需要使用外部天线才能使它们正常的运作。思科专门

为802.11n无线接入点设计了天线来优化其性能。该文档对这些802.11n无线接入点使用的天线进行

了介绍。 

灵活的选择 

思科提供了各种天线，使用了不同的安装选项和覆盖模式。客户可以从中选择一种天线，在增加无

线网络整体的效率和数据速率的同时，实现特定的部署情况，包括满足物理布局、距离、和美学等

需求。 

为了优化思科无线网络的整体性能，了解如何通过选择合适的天线和正确的部署来最大化无线覆盖

率是非常重要的。表1描述了802.11n无线接入点使用的三种天线类型。 

表1. 思科 Aironet 802.11n 无线接入点天线类型 

天线种类 描述 最佳部署环境 

全向天线 提供360度覆盖模式。圆形波瓣

模式能覆盖广泛的区域 

开放的办公环境，走廊，会议

室，室外环境 

偶极天线 提供360度覆盖模式。圆形波瓣

模式能覆盖广泛的区域 

工作办公环境，教室，走廊，

会议室 

定向天线 朝某一个方向集中能量发送信

号 

走廊，室外环境，墙面安装并

指向性发送信号 

 

室内/室外全向天线 

全向天线通过短距的天花板隔层线缆连接到无线接入点。这些天线可以安装在天花板，提供一个大

的圆形覆盖范围。这些天线可以用于室内和室外（请参见表2的具体使用细节），通常都安装在天

花板或者桅杆上。 

举例说，全向天线可以使用的场景包括了仓库，工厂楼层，以及像室外咖啡厅，学生聚集中心等其

他大型区域。全向天线也可以用来为室内或者室外的零售场景提供良好的覆盖，卡车司机或者警察

停车上传数据区域也是适用的。 

 

表2. 思科Aironet 1260,3500e和3500p无线接入点的室内/室外全向天线 

2.4-GHz 全向天线产品编号 每无线接入点需

要的天线数目 

说明 增益 

AIR-ANT1728 3 天花板安装：室

内/室外 

5.2 dBi 



 
AIR-ANT2506 

 

3 杆顶安装：室内/

室外 

5.2 dBi 

AIR-ANT2430V-R= 

 

1 天花板安装：室

内 

3 dBi 

AIR-ANT2440NV-R= 

 

1 墙壁安装：室内/

室外 

4 dBi 

5-GHz 全向天线产品编号 每无线接入点需

要的天线数目 

说明 增益 

AIR-ANT5160V-R 
 

 

3 天花板安装：室

内/室外 

6 dBi 

AIR-ANT5140V-R=

 

1 天花板安装：室

内 

4 dBi 

AIR-ANT5140NV-R= 1 墙壁安装：室内/

室外 

4 dBi 



 
2.4和5-GHz 双频全向天线产品编号 每无线接入点需

要的天线数目 

说明 增益 

AIR-ANT2451NV-R=

 

1 天花板安装：室

内 

2.5 dBi (2.4 GHz) 
3.5 dBi (5 GHz) 

 

偶极天线 

偶极天线能够提供一个大的圆形覆盖模式。这些天线有三种不同的颜色(白色、黑色和灰色)，以便

它们更好的融合到安装的环境区域中。安装在墙上或者天花板的白色和黑色的偶极天线，根据需要

可以通过以不同的角度弯曲来调整覆盖效果。但是灰色的偶极天线不提供这个功能，比其他同类型

的天线也要短一些。如果你需要一个小尺寸的天线(例如，在某个地区不希望有偶极天线投影到空

间)，你应该考虑短的白色的偶极天线。 

偶极天线的其他应用场景包括大型的开放区域，像会议室或演讲厅。覆盖范围需要有重叠覆盖区域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将无线接入点放置在房间的中央或在走廊上，比如在酒店或医疗设施里，也

是一个很好利用小款偶极天线的例子。由于偶极天线的圆形覆盖模式特性，房间位于走廊两边也可

以被覆盖到。表3 列出了部分单波段2.4-GHz和5-GHz偶极天线的产品编号。 

表3. 思科Aironet 1260,3500e和3500p无线接入点的单频偶极天线 

2.4-GHz 偶极天线产品编号 每无线接入点需

要的天线数目 

颜色 增益 

AIR-ANT4941 
AIR-ANT2422DB-R* 

 

3 黑色 2.2 dBi 



AIR-ANT2422DW-R= 
AIR-ANT2422DW-R* 

 

3 白色 2.2 dBi 

AIR-ANT2422DG-R= 
AIR-ANT2422DG-R* 

 

3 灰色 2.2 dBi 

AIR-ANT2422SDW-R= 
AIR-ANT2422SDW-R* 

 

3 白色（短） 2.2 dBi 

5-GHz 偶极天线产品编号 每无线接入点需

要的天线数目 

颜色 增益 

AIR-ANT5135D-R 
AIR-ANT5135DB-R* 

 
  

3 黑色 3.5 dBi 

AIR-ANT5135DW-R= 
AIR-ANT5135DW-R* 

3 白色 3.5 dBi 



 
2.4和5-GHz 偶极天线产品编号 每无线接入点需

要的天线数目 

颜色 增益 

AIR-ANT5135DG-R=  
AIR-ANT5135DG-R*  

 
 

3 灰色 3.5 dBi 

AIR-ANT5135SDW-R= 
AIR-ANT5135SDW-R* 

 

3 白色（短） 3.5 dBi  

*在下单购买无线接入点时可作为配置选项 

 

定向天线 

定向天线将无线信号集中在一个给定的方向。这增强了天线指向方向上往返无线接入点的信号。集

中信号的效果是在一个方向提供更多的能量而在其他方向上减少能量。 

板状天线和八木天线 

这些天线通常安装在墙壁或桅杆上，在一个有限的角度实现覆盖。定向天线的应用场景包括医院走

廊或者办公室走廊的无线覆盖。在一个仓库或生产设施里，通常这些地方有较高的钢架结构，将一

个定向天线指向下，可以为这些开放区域的货架间移动的人与他们的无线设备提供覆盖。采矿行业

在竖井和钻井场景下也使用定向天线。 

 



表4. 思科Aironet 1260,3500e和3500p无线接入点的单频定向天线 

2.4-GHz 定向天线产品编号 每无线接入点需

要的天线数目 

说明 增益 

AIR-ANT2460NP-R 

 

1 板状天线：室内/

室外，墙壁安装 

2.2 dBi 

AIR-ANT2485P-R** 

 

3 板状天线：室内/

室外，墙壁安装 

8.5  dBi 

AIR-ANT2410Y-R** 

 

3 八木天线：室内/

室外，桅杆安装 

10  dBi 

5-GHz 定向天线产品编号 每无线接入点需

要的天线数目 

说明 增益 

AIR-ANT5160NP-R= 

 
 

1 板状天线：室内/

室外，墙壁安装 

6 dBi 

2.4GHz和5-GHz 定向天线产品编号 每无线接入点需

要的天线数目 

说明 增益 



AIR-ANT25137NP-R=** 
AIR-ANT25137NP-R4=** 
(qty=4) 

 

1 板状天线：室内/

室外，墙壁安装 

13 dBi（2.4GHz） 

7 dBi（5GHz） 
 

**只允许与思科Aironet 3500p系列无线接入点使用 

双频天线 

新一代的思科Aironet 802.11 n无线接入点——思科Aironet 1600e，2600e，3600e系列和1550系列—

—需要使用外接双频天线使它们的功能得到充分的运用。由于这些无线接入点支持并利用了

802.11n标准的多输入多输出(MIMO)功能，增加了每频段无线接收器的数量。利用双频天线端口允

许无线接入点支持这些额外的收发器，同时维持一个合理的低天线数量。每个双频天线可以同时在

2.4GHz和5GHz频段上发送或接收无线信号。 

表5,6和7给出了思科1600e，2600e和3600e无线接入点双频天线的说明。 

表5. 思科Aironet 1600e,2600e和3600e无线接入点的双频偶极天线 

产品编号 颜色 增益 

AIR-ANT2524DB-R= 
AIR-ANT2524DB-R* 

 

黑色 2 dBi（2.4GHz） 

4 dBi（5GHz） 

AIR-ANT2524DG-R= 
AIR-ANT2524DG-R* 

 

灰色 2 dBi（2.4GHz） 

4 dBi（5GHz） 



AIR-ANT2524DW-R= 
AIR-ANT2524DW-R* 

 

白色 2 dBi（2.4GHz） 

4 dBi（5GHz） 

*在下单购买无线接入点是作为可而配置选项 

表6. 思科Aironet 1600e,2600e和3600e无线接入点的双频全向天线 

产品编号 端口数量 增益 

AIR-ANT2524V4C-R= 

 

4 2 dBi（2.4GHz） 

4 dBi（5GHz） 

AIR-ANT2544V4M-R= 

 

4 2 dBi（2.4GHz） 

4 dBi（5GHz） 

 

表7. 思科Aironet 1600e,2600e和3600e无线接入点的双频定向天线 

产品编号 端口数量 增益 

AIR-ANT2566P4W-R= 

 

4 6 dBi（2.4GHz） 

6 dBi（5GHz） 

 

 



室外无线接入点天线 

思科Aironet 1550系列无线接入点需要N-型连接器与外部天线相连。随着这些无线接入点利用802.11 

n标准的多输入多输出(MIMO)特性，增加了每频段可支持的无线接收器数量。根据特定的类型，某

些1550无线接入点有双频天线端口而其他无线接入点有专用的2.4和5 GHz天线端口。 

表8,9和10给出了思科1550系列无线接入点天线的说明。 

表8. 思科Aironet 1550e双频全向天线 

产品编号 接口类型 增益 

AIR-ANT2547V-N= 
AIR-ANT2547V-N* 

 

N-接口 4 dBi（2.4GHz） 

7 dBi（5GHz） 

AIR-ANT2547V-N-HZ= 
AIR-ANT2547V-N-HZ* 

 

N-接口，IP67 rated 4 dBi（2.4GHz） 

7 dBi（5GHz） 

*在下单购买无线接入点是作为可而配置选项 

表9. 思科Aironet 1550系列无线接入点的双频定向天线 

产品编号 接口 增益 

AIR-ANT2588P3M-N= 

 

3 个N-Type female 连

接器 

8 dBi（2.4GHz） 

8 dBi（5GHz） 

 

 



表10. 思科Aironet 1550单频定向天线 

产品编号 接口类型 增益 

AIR-ANT2413P2M-N= 

 

2个N-type males 

接口，附线缆 

13 dBi（2.4GHz） 
 

AIR-ANT5114P2M-N= 

 

2个N-type males 

接口，附线缆 

14 dBi（5GHz） 

 

为何选择思科？ 

思科致力于提供业内最好的无线接入点和网桥，为任何无线局域网部署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思科也提供任何无线制造商范围广泛的天线、电缆和配件。想获取更多的思科Aironet天线信息，请

访问: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hw/wireless/ps469/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