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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本部署指南介绍了室外无线接入点产品系列的最新产品，1532 无线接入点。着重突出在： 

 

 超薄型加固无线接入点。  

 802.11n 双无线频带。  

 内置(1532I)和外置(1532E)天线型号。 

 支持统一管理和自主模式 (aIOS)。  

 支持在 2.4G 和 5G Hz 上的无线桥接模式 

 支持菊花链(Daisy Chaining)连接方式。  

 

展望，目标和期待 

 

本部署指南首先会介绍 1532 无线接入点平台。包含下面主题的详细介绍： 

 最新 1532 硬件  

 灵活的天线端口配置  

 配置 1532 的菊花链连接方式  

o 串行-回传链路  

o 扩展通用接入  

 部署模式  

 支持自主模式  

 

后面的主题会包含在下面的章节中： 

 最新的 1532 无线接入点  

 1532 无线接入点入门  

 灵活的天线端口配置  

 1532 无线接入点菊花链连接方式   

 首选父节点  

 桥接组名称  

 部署模式  

 自主模式软件  

 范围和性能估计  

 1532 无线接入点设计和规划  

 故障排查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7.6/b_1532_dg_chapter_01.html#concept_7C9C102BE6FA4F8EAA72DBEC9B363444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7.6/b_1532_dg_chapter_01.html#concept_4368BAB949554A0B9AD9433679534A74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7.6/b_1532_dg_chapter_01.html#concept_5C8221868DB64B3C85F01162E37F7020


 

最新的 1532 无线接入点 

1532 无线接入点系列是一款超薄外形的室外接入无线接入点。这款无线接入点有两种型号，内置天线型

号和外置天线型号。 

1532I 无线接入点 

 

1532I 有以下特性： 

 双无线频带 (2.4 GHz 和 5 GHz)  

o 2 GHz: 3x3:3  

o 5 GHz: 2x3:2  

 支持 UPoE 和直流 DC 电源 (48V)  

 Console 端口  

 重量 2.3 kg  

 LTE 和 WIMAX 信号抑制 (2.1/2.3 GHz; 30 dB; 2.5 GHz; 35 dB)  

 尺寸 23 x 17 x 10 cm (9 x 7 x 4”)；< 3.0 公升大小 

 

 
 



1532E 无线接入点 

 

1532E 有以下特性： 

 双无线频带 (2.4 GHz and 5 GHz)  

o 2 GHz: 2x2:2  

o 5 GHz: 2x2:2  

 支持 PoE+ (802.3at)和直流 DC 电源 (48V)  

 Console 端口 

 重量 2.5 kg  

 LTE 和 WIMAX 信号抑制 (2.1/2.3 GHz; 30 dB; 2.5 GHz; 35 dB)  

 自主无线接入点桥接功能 (替换 1310 和 1410 产品线)  

 26 x 17 x 10 cm (10 x 7 x 4”)；3.0 公升大小  

 

 
 

1532 无线接入点入门  

1532 无线接入点硬件组件 

 

1532 是一种超薄外形的室外接入无线接入点，旨在无缝融入周围环境。 



 

 

 
 

1  SN 标签 4  PoE-In; WAN 接口  

2  接地  5  LAN 端口 

3  48 VDC DC 电源    

 

1532 有 2 个千兆以太网端口，PoE 输入端口，也是主要的 WAN 端口，还有一个额外的 LAN 端口。

PoE 输入端口被用来供电并连到无线控制器。LAN 端口用于以太网桥接和菊花链连接方式。1532 可以

用 PoE 馈电器从 PoE 输入供电或者用 48VDC 供电。即使 AP 没有 WAN 连接并运行在网状网模式，

PoE 馈电器也可以向其供电。 

 

 



 
 

1  Console/重启  2  遮阳罩螺丝孔  

 

Console 端口位于无线接入点的侧边，由一块塑料盖覆盖。在盖子下面还有一个重启键。如果无线接入

点需要喷涂上漆来匹配环境，遮阳罩螺丝孔则用来固定遮阳罩配件。 

 

 

 
 

1  LED    

 

LED 可以用来判断无线接入点的状态。LED 闪烁序列被列为本文的一部分。 



 

 

 

1  灵活天线端口 (N Type) 连接器    

 

 
Note 

 

灵活天线端口 (N Type) 连接器仅在 1532E 上有

 

1532E 有 4 个 N-Type 的天线端口连接器，两个位于顶端两个位于底端。当使用双频带模式，底端天线

端口（端口 1 和端口 2）可以用在 2.4GHz 和 5GHz。支持多频带的天线叫做双辐射单元（DRE），它

在天线里包含 2.4GHz 和 5GHz 频带两个辐射单元。 

当使用单频带模式，底部天线端口（端口 1 和端口 2）用作 2.4GHz 天线，顶部端口是 5GHz（端口 3

和端口 4）。支持单频带的天线是单辐射单元（SRE）。它在天线里包含了单辐射单元。1532I 有内置

天线并且它的内置天线不能配置为灵活天线端口特性的一部分。 

 



 
 

1532E 的天线选项 

 

1532 无线接入点和 1552 系列有同样的天线选项，仅有一个新添选项 AIR-ANT2547VG-N，这个天线和

AIR-ANT2547V-N 有相同的性能，但是颜色是灰色的。 

Product ID  频带  天线增益  类型  数量要求  

AIR-ANT2547V-N  2.4 / 5 GHz  4 / 7 dBi  全向  2  

AIR-ANT2547VG-N  2.4 / 5 GHz  4 / 7 dBi  全向   2  

AIR-ANT2588P3M-N=  2.4 / 5 GHz  8 / 8 dBi  定向 120x30°  1  

AIR-ANT2450V-N=  2.4 GHz  5 dBi  全向 2  

AIR-ANT2480V-N=  2.4 GHz  8 dBi  全向 2  

AIR-ANT2413P2M-N=  2.4 GHz  13 dBi  定向 30x30°  1  

AIR-ANT5180V-N=  5 GHz  8 dBi  全向 2  

AIR-ANT5114P2M-N=  5 GHz  14 dBi  定向 30x30°  1  

 

1532 无线接入点电源 

 



1532 无线接入点可以通过直流 24-48VDC 供电，使用 AC/DC 电源适配器 AIR-PWRADPT-1530=；或

者通过 PoE 供电。1532I AP 需要通用 PoE（UPoE）供电，来提供 60W 的电源。1532E 电源通过

PoE+或者 802.3at 供电运行，提供 25.5W 的供电。下面是 1532 系列的电源选项列表。 

型号  配置  国家域  交换电源  AIR-

PWRINJ1500-

2=  

AIR-

PWRINJ4=  

AC/DC 电源适配

器 AIR-

PWRADPT-

1530=  

1532I  3x3:3 (2.4 GHz)  

2x3:2 (5 GHz)  

A, D, K, 

N, Q, T, 

Z  

UPoE  √   √  

one Tx disabled*  

2x3:2 (2.4 GHz)  

2x3:2 (5 GHz)  

A, D, K, 

N, Q, T, 

Z  

802.3at 

PoE+  

N/A  √  N/A  

3x3:3 (2.4 GHz)  

2x3:2 (5 GHz)  

C, E, F, 

H, M, R, 

S  

802.3at 

PoE+  

√  √  √  

1532E  2x2:2 (2.4 GHz)  

2x2:2 (5 GHz)  

all  802.3at 

PoE+  

√  √  √  

 

1532 无线接入点配件 

 

下面这些配件在 1532 无线接入点上是可用的： 

 AIR-ACC1530-PMK1 (=) – 墙上/杆上安装支架，作为一个可下单选项或追加配置选项。 

 



 

 

 AIR-ACC1530-PMK2= -墙上/杆上有倾斜机制的安装支架，作为一个追加配置选项下单。 

 

 

 

 AP1532 Solar Shield Cover (AIR-ACC1530-CVR=) – 1532 的覆盖/遮阳罩，作为追加项下单，

这个配件是可喷漆的。  

 



 

下面的例子是 1532 无线接入点，然后是采用了配有 AIR-ACC1530-CVR=的 1532 无线接入点，

最后是配有喷漆的 AIR-ACC1530-CVR=的 1532 无线接入点。 

 

 

 AIR-PWRADPT-1530= - AC/DC 电源适配器，作为追加选项下单。  

 

 

 

 AIR-ACC1530-KIT1= - 额外的电缆接口，电源连接器，接地片和以太网盖。 

 



 

 
Note 

 

 

更多详细内容请参考 1532 硬件安装指南：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

access_point/1530/installation/guide/1530hig.html  

 

灵活天线端口配置 

当涉及天线频带模式配置时，有两种术语： 

 双频带天线模式 – 底部的两个端口，端口 1 和端口 2，被用作 2.4GHz/5GHz 双频带双辐射单

元 (DRE) 天线。  

 单频带天线模式 – 顶端的两个端口，端口 3 和端口 4，用作 5GHz 单辐射单元（SRE）天线而

底部的两个端口，端口 1 和端口 2 用作 2.4GHz 的 SRE 天线。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access_point/1530/installation/guide/1530hig.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access_point/1530/installation/guide/1530hig.html


请注意天线频带模式仅在配有外置天线的 1532E 模型上可用；配有内置天线的 1532I 不需要额外的天线。 

 

通过无线控制器 GUI 配置天线频带模式 

 

通过无线控制器 GUI 改变天线频带模式，导航到 Wireless > Access Point > AP_NAME > Advanced 

页面。 然后从 Antenna Band Mode 列表选择 Dual 或 Single： 

 

 

 
Note 

 

 

天线频带模式的错误配置可能会使网状网无线接入点丢失连接，请在改变天线频带模式前确保物

理天线配置的正确。系统会显示一个警告信息来确认改变。  

 

 



 
 

通过无线控制器 CLI 配置天线频带模式 

 

天线频带模式可以通过如下命令来改变： 

(Cisco Controller) >config ap antenna-band-mode 

<single|dual> <ap_name> 

The Antenna Band mode can be displayed by issuing the command:  

天线频带模式可以通过如下命令来显示： 

(Cisco Controller) >show ap config general <AP_NAME> 

The output will contain many fields, one of which is the Antenna Band Mode:  

输出会包含很多方面，其中的一个是天线频带模式： 

Antenna Band Mode ............................... Dual 

 

通过无线接入点 CLI 配置天线频带模式 

 

天线频带模式可以用无线接入点 CLI 通过如下命令来改变： 

AP#capwap ap ant-band-mode <dual/single> 

 

1532 无线接入点菊花链连接方式 

1532 无线接入点的一个关键特性就是作为网状网无线接入点（MAP）时能够运行“菊花链连接方式”。

MAP 通过“菊花链连接方式”，客户可以把无线接入点运行作为串行回传链路，允许不同信道作为上行

和下行接入从而增进回传链路带宽，或者通过网状网网络扩展全局的接入。扩展全局接入允许客户把本

地模式或者 Flexconnect 模式的 1532 无线接入点连接到 MAP 上的以太网接口，因此扩展网络提供更好

的用户接入。这些特性在后面的章节会有更详细的叙述。 



菊花链连接方式无线接入点有两种角色，主（Master AP）和从（Slave AP）。Master AP 必须配置为

Mesh AP（MAP），同时我们推荐设置一个首选的父节点和桥接组名称。Slave AP 可以在用作串行回

传链路时配置成桥接模式根无线接入点或用作扩展全局接入时配置成本地/Flexconnect 模式。 

菊花链连接方式无线接入点需要根据其供电类型选择不同的电缆。如果通过 DC 电源供电，应该从

Master AP 上的 LAN 端口用以太网线直接连接到 Slave AP 上的 PoE 输入端口。 

 
 

如果通过 PoE 供电，必须把 Master AP 上的 LAN 端口用以太网线连接到 PoE 适配器，这个 PoE 适配

器也向 Slave AP 供电。 

 

 

 
 

1532 无线接入点菊花链连接方式的要求 

 

当配置一个菊花链连接方式部署时，下面是需要注意的关键组成： 



 上行链路菊花链连接方式无线接入点被认为是 Master AP，连接的无线接入点被认为是 Slave 

AP。  

 Master AP 必须被配置为 Mesh AP (MAP).  

 Slave AP 必须被配置为桥接模式根无线接入点或者本地/Flexconnect 模式，不能作为 Mesh AP。

如果 Slave AP 被配为 MAP 就会有 2 层桥接成环（bridging loop）的风险。 

 连接的以太网线一定要从 Master AP 的 LAN port 连接到 Slave AP 的 PoE-in 端口上。  

 每一跳菊花链连接方式网状网都应该有一个首选的父节点无线接入点设置。Master MAP 会有

一个首选的父项分配。 

 当 Slave AP 被配置为 RAP 时，菊花链连接方式必须被启用，无论是通过无线控制器 GUI，无

线控制器 CLI，或者无线接入点 CLI。  

 当创建菊花链连接方式时应该使用定向天线；应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导向网状网树的生成。 

 每个 Master AP 只能有一个 slave AP，一个 Master AP 带多个 Slave AP 是不支持的。 

 Slave AP 应该直接连接到 Master AP 的以太网端口上。两者之间不应有其他的 2 层交换设备。 

 1532I 和 1532E 无线接入点可以互换使用为 master 和 slave AP。  

 Master AP 上的以太网桥接必须启用。  

 

使用无线控制器 GUI 启用菊花链连接方式 

 

Master AP 上的以太网桥接功能必须启用，其已经被配置为 MAP。启用 Ethernet Bridging 功能，导航

到 Wireless > Access Point > MASTER AP NAME > Mesh 标签, 然后检查 Ethernet Bridging 检查

框。  

 

 



菊花链连接方式应该仅在被配置为桥接模式根无线接入点的 Slave AP 上启用，作为其他的菊花链连接

方式配置，菊花链连接方式并不需要被启用。从无线控制器的 GUI 上启用菊花链连接方式，导航至

Wireless > Access Point >AP NAME > Mesh 标签栏，然后启用菊花链连接方式检查框。 

 

 
 

使用无线控制器 CLI 启用菊花链连接方式 

 

以太网桥接必须要在 Master AP 上启用，且无线接入点被配置为 MAP。 

在 MAP 上启用以太网桥接，通过如下命令： 

(Cisco Controller) >config ap bridging [enable/disable] 

<ap_name> 

 

菊花链连接方式应该仅在被配置为桥接模式根无线接入点的 Slave AP 上启用，作为其他的菊花链连接

方式配置，菊花链连接方式并不需要被启用。 

用无线控制器 CLI 启用菊花链连接方式，通过如下命令： 

(Cisco Controller) >config ap daisy-chaining 

[enable/disable] <ap_name> 

菊花链连接方式功能在每个无线接入点基础上必须启用 

(Cisco Controller) >show ap config general <ap_name> 

然后下来找到菊花链连接方式部分： 

Daisy Chaining .................................. Disabled 

 



使用无线接入点 CLI 来启用菊花链连接方式 

 

菊花链连接方式应该仅在被配置为桥接模式根无线接入点的 Slave AP 上启用，所有其他的菊花链连接

方式配置，菊花链连接方式并不需要被启用。 

用 AP CLI 启用菊花链连接方式，使用如下命令： 

AP#capwap ap daisy-chaining <enable/disable> 

Master MAP 一定要启用以太网桥接。 

 

首选父节点 

 

首选父节点是用来配置一个预先配置好父节点的子无线接入点的机制，这也思科 2 层无线协议 Adaptive 

Wireless Path Protocol (AWPP)的一个组成部分。子无线接入点选择首选的父节点无线接入点基于以下

几个条件： 

 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是最佳的父节点无线接入点。  

 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有一条信噪比大于 20dB 的链路.  

 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有一条信噪比在 12dB 到 20dB 之间的链路，但是没有其他明显更佳的父

节点无线接入点（信噪比超出 20%）。对于信噪比低于 12dB 的，忽略配置。  

 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没有列为黑名单。  

 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没有因为动态频率选择（DFS）处于沉默模式。 

 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要有一个桥接组名称 (BGN)。如果配置的首选父节点不在同一个 BGN

里，且没有其他的父节点无线接入点可用，则子无线接入点会加入到使用默认 BGN 的父节点无

线接入点上。  

 
Note 

 

 

只有桥接模式 MAPs 应该被设置为首选父节点。  

 

通过无线控制器 GUI 设置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 

 

可以通过无线控制器 GUI 设置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导航到 the Wireless > Access Points > 

AP_NAME > Mesh 标签，然后输入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的 MAC 地址，点击 Apply。 



 

 
Note 

 

 

当登入首选父节点，这时没有其他的 Mesh 配置可以提交。必须要应用设置的改变，等待 90 秒，

然后可以进行其他的 Mesh 变更。 

 

 
Note 

 

 

为了清除首选父节点的文本框，值“none”必须要输入然后提交。 

 

通过无线控制器 CLI 设置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 

 

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也可以通过无线控制器 CLI 来设置，通过下发如下的命令： 

(Cisco Controller) >config mesh parent preferred <ap_name> 

<PARENT_MAC_ADDRESS> 

 

一个 AP 的首选父节点可以通过下面命令来查看： 

(Cisco Controller) >show ap config general <ap_name> 

 

然后下拉到 Mesh 首选父节点条目： 

Mesh preferred parent ........................... 

00:24:13:0f:92:00 

 



桥接组名称 

 

桥接组名称（BGNs）是用来对网状网无线接入点逻辑上分组来避免在同一信道上的两个网络互相通信。

这是一种在单一网状网网络中组成独立网状网树的方法。尽管设置了 BGN，如果在他的匹配 BGN 里没

有可用父节点，无线接入点仍然可以加入一个 BGN 不匹配的网状网网络。这是为了防止无线接入点处

于停滞状态。如果无线接入点加入了其他 BGN，在 15 分钟后，无线接入点会丢弃 AWPP 并扫描自己的

BGN。这个进程在无线接入点加入到 BGN 匹配的网状网网络前会不停重复。 

 
Note 

 

 

BGN 配置错误会引起网络的不稳定。  

 

使用无线控制器 GUI 设置 BGN 

 

通过无线控制器 GUI 设置 BGN，导航到 Wireless > Access Points > AP_NAME > Mesh 标签，然后

输入 BGN。点击 Apply。默认情况下会选择默认 BGN。 

 
 

使用无线控制器 CLI 设置 BGN 

 

BGN 也可以通过无线控制器 CLI 来设置，通过使用下面命令： 

Cisco Controller) >config ap bridgegroupname set MESH-BGN 

AP_NAME 

 

部署模式 

桥接模式部署 

 

这是典型的网状网配置。RAP 通过有线连接到无线控制器上，MAP 通过无线连接到无线控制器上。

MAP 通过 802.11a/n 无线回传链路上的无线连接来在他们之间以及和回传的 RAP 进行通信。MAP 使用



思科 Adaptive Wireless Path Protocol (AWPP)协议来决定通过其他网状网无线接入点到无线控制器的最

佳路径。 

 

 

 

 推荐：  

o 40 MHz 回传链路信道。  

o 回传的数据速率设为自动。 

o 不要超过 4 个网状网跳数。  

o 为了最大化回传链路数据速率，只在 2.4GHz 允许客户端接入。 

  

本地/Flexconnect 部署 

 



 
 

 像室内无线接入点一样使用 1532 无线接入点。  

 支本地部模式功能：  

o 在 2.4GHz 和 5GHz 都能进行无线资源管理。  

o 无线接入点基于状态的高可用性 SSO  

o CAC 支持 VoIP. 

 

菊花链连接方式作为串行回传 

 

1532 菊花链连接方式功能可以用来提供串行网状网回传。Master MAP 有一个首选的父节点无线接入点

作为 RAP。Slave MAP 没有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 

 



 
 

高增益定向天线应该被用在典型的串行回传部署里。另外，“首选父节点无线接入点”配置应该被用来

创建串行回传网状网网络。 

 只用在桥接模式下的 1532s 可以使用这个配置。  

 Master MAP 和 Slave MAP 运行在 5GHz 的不同信道上来最大化网状网链路上的吞吐量。 

 建议通过 BGN 配置和首选父节点命令保持网状网树状结构。 

 Slave MAP 必须要配置在 RAP 模式。  

 

使用菊花链连接方式扩展全局接入 

 

1532 的菊花链连接方式功能可以用来扩展网状网网络的全局接入。在这个例子里，Master AP 用 RAP

作为无线回传链路。Slave MAP 运行在本地/Flex-connect 模式并为用户提供 2.4GHz 和 5GHZ 的无线接

入。 

 



 
 

 只有 1532s 可以应用这个配置。  

 本地无线接入点专门用作用户接入，同时 Master MAP 会提供网状网回传链路。  

 在这个配置里， 本地无线接入点应该处在本地或者 Flexconnect 模式。  

 Master MAP 必须启用以太网桥接。  

 

自主模式部署 

 

 

 
 

 1532 无线接入点点对点的桥接可以替代 1310/1410 产品。  

 根桥/非根桥可在 2.4GHZ 或者 5GHz 无线频段上桥接。  

 定向天线应该用来最大化桥接距离。 



 新的安装模式通过 LED 灯的闪烁表明链路质量。  

 

自主无线接入点模式软件 

自主运行模式 

 

1532 无线接入点支持如下运行模式：  

 根  

 根桥 

 安装根 

 自动安装 

 安装非根 

 非根桥  

 工作组网桥 

 扫描  

 

统一模式到自主模式的转换 

 

默认情况下 1532 无线接入点设置为统一管理模式。在把 1532 无线接入点接入到无线控制器前，可以通

过如下命令来改变其模式为 aIOS 自主模式： 

AP#capwap ap autonomous 

Convert to Autonomous image. Proceed? (yes/[no]): 

 

 
Note 

 

在无线接入点的初始启动时，这个命令仅能使用一次。 

 

 

如果无线接入点已经加入到了一个无线控制器，你需要通过无线接入点的 console 用下面的命令来转换

镜像： 

AP#archive download-sw /force-reload /overwrite 

tftp://<tftp ip address>/<image name.tar> 

  



AP#archieve download-sw /force-reload /overwrite 

tftp://10.0.0.5/ap1g3-k9w7-tar 

注意 k9w7 表明这是自主模式的镜像。自主模式的镜像可以在 cisco.com 上找到。 

 

自主模式到统一模式的转换 

 

从自主模式切换回统一模式，按照下面的指令： 

AP#archive download-sw /force-reload /overwrite 

tftp://<tftp ip address>/<image name.tar> 

  

AP#archieve download-sw /force-reload /overwrite 

tftp://10.0.0.5/ap1g3-k9w8-tar 

注意 k9w8 表明这是一个统一模式镜像。统一模式镜像能在 cisco.com 上找到 

理解自主模式 LED 闪烁序列进行链路状态校准 

 

Signal Level (dBm)  LED (Status)  

>-44  持续绿色 

–47 to –44  绿色快速闪烁  

–50 to –47  绿色中速闪烁  

–53 to –50  持续琥珀色  

–57 to –53  琥珀色快速闪烁 

–60 to –57  琥珀色中速闪烁 

–63 to –60  琥珀色慢速闪烁 

–66 to –63  红色慢速闪烁 

–69 to –66  红色中速闪烁  

–72 to –69  红色块速闪烁 



Signal Level (dBm)  LED (Status)  

–75 to –72  持续红色  

< –75  关闭  

 

覆盖范围和性能估算 

1530 系列无线接入点覆盖范围和性能估算工具可以在 cisco.com 上找到  

 

1532 无线接入点的设计和规划 

部署一个室外网状网网络需要仔细的规划和设计。射频信号的传输，特别是在无需许可的频谱上，非常

可能会有许多的其他设备干扰。为了优化部署，我们可以遵照下面的推荐做法： 

 网状网： 无线接入点之间回传距离能力应该是无线接入点到用户距离的两倍。 

 WiFi 网络规划涉及：  

o 现场勘查来确定：无线接入点的位置和高度，视距/部分视距，干扰，接入到无线回传 

(比如最大跳数)。  

o 用户类型（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  

 最弱的链路通常是智能手机的上行链路。 

o 用户体验：用户最小吞吐量，应用类型（Internet 上网，视频，游戏）。 

o 项目的可用 CAPEX & OPEX ：匹配服务类型和覆盖的健壮性。 

o 监管方面考虑：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频带上允许不同的发射功率。 

o 什么时候使用 1532 内置天线和 1532 外部天线。 

 

基于这些考虑，下面是对-A 和-E 射频监管域的估计： 

 无线接入点到用户的距离，对于（-A）域 

 2.4 GHz (A Domain)  

AP1532I:  525 ft/ 160 m  

AP1532E:  590 ft/ 180 m  

 推荐无线接入点之间的距离（回传链路）=2x（无线接入点到用户距离），对于（-A）域 



 AP-AP = 2x(AP to Client)  

AP1532I:  1050 ft/ 320 m  

AP1532E:  1180 ft/ 360 m  

 无线接入点到用户的距离，对于（-E）域 

 2.4 GHz (E Domain)  

AP1532I:  265 ft/ 80 m  

AP1532E:  265 ft/ 80 m  

 推荐无线接入点之间的距离（回传链路）=2x（无线接入点到用户距离），对于（-E）域 

 AP-AP = 2x(AP to Client)  

AP1532I:  525 ft/160 m  

AP1532E:  525 ft/160 m  

 

假设条件：  

 高度：无线接入点安装在 33 英尺高 (10 m), 用户在 3.3 英尺高 (1 m)  

 吞吐量： > 1 Mbps  

 减少无线接入点之间的距离增加用户体验 (吞吐量，延时)。  

 接近视距的郊区。对于视距场景更少的情况；减少距离假设。 

 平坦地形环境。  

 配有 AIR-ANT2547V-N 双频带天线的 1532E 对比 1532I。1532E 有更高的天线增益来实现更

远的无线接入点间的距离。. 

 

故障排除 

 

下面是 1532 无线接入点 LED 行为，可以通告用户其无线接入点的状态： 

 

类型  LED 状态  AP 行为  



类型  LED 状态  AP 行为  

启动加载状态

序列  

绿色闪烁  正在进行 DRAM 内存测试  

DRAM 内存测试 OK  

正在进行主板初始化  

初始化闪存文件系统  

闪存测试 OK  

初始化以太网  

以太网 OK  

开始思科 IOS  

初始化成功  

关联状态  绿色脉冲  正常运行，加入到一个无线控制器，但是没有无

线用户关联上来。  

绿色 正常运行，加入到一个无线控制器，至少有一个

无线用户关联上来 

运行状态  琥珀色闪烁  正在进行软件升级  

绿色， 红色和琥珀色循环 正在探索/加入过程 

红色，绿色，琥珀色和关

闭快速循环  

调用 AP 位置命令 

红色闪烁  以太网链路没有运行 

启动加载报警  琥珀色闪烁  正在进行配置恢复(按住 MODE 按钮 2 到 3 秒)  

红色  以太网故障或者恢复系统（按住 MODE 按钮 20

到 30 秒）  

绿色闪烁  正在进行镜像恢复(松开 MODE 按钮)  



类型  LED 状态  AP 行为  

启动加载错误 红色  DRAM 内存测试失败.  

红色和琥珀色闪烁  闪存文件系统失败.  

红色和灭闪烁  环境变量失败.  

错误的 MAC 地址.  

在镜像恢复中以太网故障.  

启动环境故障.  

没有思科镜像文件.  

启动失败.  

思科 IOS 错

误  

红色  软件错误，尝试断开并重新连接设备电源 

红色，绿色，琥珀色和灭

循环 

生成警告；线上供电不足 

 

 

 

原文链接：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7.6/b_1532_dg.html  

翻译人：封彪 

校对：谢清 

译于 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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