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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SPEC SHEET 
AP 6532

AP 6532 
The AP 6532 is a performance-focused 802.11n access point that offers higher throughput along with WiNG 5’s 
direct forwarding, security, QoS services and site survivability.  The second radio can be used for access or as a 
sensor for troubleshooting and security.  With it’s WiNG 5 intelligence, this access point can serve as a virtual 
controller and coordinate the operation of up to 24 neighboring access points.

HIGH PERFORMANCE DUAL RADIO 802.11N ACCESS POINT

AUTOMATIC CHANNEL AND POWER 
OPTIMIZATION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building attenuation,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or sub-optimal access point 
placement are minimalized as the AP 6532’s SMART 
RF feature automatically optimizes power and channel 
selection so each user gets always-on high-quality 
access and mobility. 
 
HIGH RELIABILITY 
The AP 6532 is designed to optimize network availability 
through its central and pre-emptive intelligence which 
dynamically senses weak or failing signals, securely 
moves mobile users to alternate APs, and boosts 
signal power to automatically fill RF holes and ensure 
uninterrupted mobile user access.  The access point will 
also continue to run if it’s connection to a local or remote 
controller is interrupted.  Working with other local access 
points, the wireless network continues to function with 
full direct forwarding, QoS and security while also keeping 
users connected to local application servers.

GAP-FREE SECURITY
Security includes layer 2-7 stateful packet filtering firewall, 
AAA RADIUS services, Wireless IPS-lite, VPN gateway, 
and location-based access control. Users can also add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and AirDefense Wireless IPS 
and Rogue detection for premium-level security vigilance. 
Because the sensor supports simultaneous multi-band 
sensing (band un-locked) for both 2.4 GHz and 5.0 GHz 
spectrums, the Wireless IPS and rogue detection is 
always-on with no timeslicing.
 
FULL PERFORMANCE USING 
STANDARD POE 
The AP 6532 is designed to provide full 802.11n 
performance using standard and lower cost POE 802.3 (af).
 
DEVICE MOBILITY 
Supports fast, secure roaming at Layer 2 and Layer 3. In 
addition, the network optimizes mobile performance with 
load balancing, pre-emptive roaming and rate scaling.
 
GREATER COVERAGE PER AP 
The powerful 24 dBm radio increases coverage, 
performance and obstruction penetration versus 23 dBm 
radios. In addition, receiver sensitivity has been increased 
proportionally so users have an increased ability to 
maintain high-performance access through thick doors and 
walls to users even while on-the-move.  

LESS IS MORE
Motorola’s WiNG 5 WLAN 
solutions offer all the 
benefits of 11n—and then 
some. Our distributed 
architecture extends QoS, 
security and mobility 
services to the APs so you 
get better direct routing 
and network resilience. 
That means no bottleneck 
at the wireless controller, 
no latency issues for 
voice applications, and 
no jitter in your streaming 
video. And with our broad 
selection of access points 
and flexible network 
configurations, you get 
the network you need 
with less hardware to 
buy. Let us show you the 
less complicated, less 
expensive way to more 
capacity, more agility, and 
more satisfied users. 

AP 6532
少即是多

摩托罗拉的WiNG 5无线局 

域网解决方案能够充分

发挥 1 1 n的所有益处。

不止于此，我们的分

布式架构可在接入点提

供Q o S、安全和移动服

务，因此可以提供更好

的本地转发和网络自愈

性能。这也意味着网络

控制器不会形成流量瓶

颈，不会使语音应用发

生时延问题，也不会使

视频流出现抖动。有了

我们信号覆盖更好的接

入点和灵活的网络配置

可供选择，您仅需购置

数量更少的硬件，就能

得到所需的网络。选择

摩托罗拉WiNG 5无线局域 

网解决方案，您将以更

简单、更划算的方式，

获得更高容量、更大灵

动性和更高用户满意

度。

AP 6532 是一款高性能802.11n 接入点，提供更大的吞吐量，同时支持 WiNG 5 的本地 
转发、安全性、QoS服务和站点灾难恢复等特性。第二个射频可提供用户接入服

务，或作为传感器用于故障排查和安全保障。得益于其WiNG 5智能技术，该接入点

还可作为虚拟控制器，对相邻24个接入点进行管理。

自动优化信道和发射功率

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诸如建筑物衰减、电子干

扰或接入点安装位置不当等常见问题，因为

AP6532的 SMART RF 功能可自动优化发射功率和 

信道选择，让每个用户都能始终获得高品质

的可访问性和移动性。

高可靠性

AP6532可动态感测弱信号或故障信号，提高设

备自身信号发射功率以自动填补覆盖漏洞，

安全地将用户移至备用AP，并确保移动用户

可不间断地访问网络，从而优化网络可用

性。当其与本地或远端控制器之间的连接中

断时，该接入点也能保持继续运行。通过与

本地其它接入点协同工作，该无线网络将继

续提供本地转发、QoS和安全等功能，同时让

用户保持与本地应用服务器的数据连接。

无缝安全性

安全特性包括集成 2-7 层状态数据包过滤防火

墙、AAA RADIUS 服务、无线 IPS-lite、VPN 网关以

及基于位置的访问控制。用户还可添加基于

角色的接入控制，以及AirDefense无线IPS和流氓 

设备检测，以实现高级安全警戒。由于该传感器

可支持在2.4 GHz和5.0 GHz频段上同时进行多频段检

测（频段已解锁），因此，无线IPS和流氓设备 

检测功能可始终起作用，而不是采用时间片占用

方式。

采用标准以太网电源（POE），实现全面性能

AP 6532旨在利用低价位标准POE 802.3 (af)电源，提

供全面的802.11n性能。

用户终端移动性

支持2层和3层高速安全漫游。此外，该网络还能

通过负载均衡、强制性漫游和速率调整，优化移

动性能。

提升每台接入点的覆盖能力

相比于23 dBm无线单元，功能强大的24 dBm无线单 

元拥有更加杰出的覆盖能力、性能和障碍物穿透

能力。此外，接收灵敏度也相应地提高，因此，

当隔着厚厚的门和墙时——哪怕是在移动中——

用户也能获得更好的高性能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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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性能双射频802.11N接入点

AP6532V20120210

速率/MCS 模式 灵敏度（(dBm）
1 传统 -96
2 传统 -94

5.5 传统 -93
11 传统 -91
6 传统 -94
9 传统 -94

12 传统 -94
18 传统 -94
24 传统 -90
36 传统 -87
48 传统 -83
54 传统 -82

MCS0 HT20 -95
MCS1 HT20 -93
MCS2 HT20 -91
MCS3 HT20 -88
MCS4 HT20 -84
MCS5 HT20 -80
MCS6 HT20 -79
MCS7 HT20 -78
MCS8 HT20 -94
MCS9 HT20 -91
MCS10 HT20 -88
MCS11 HT20 -85
MCS12 HT20 -82
MCS13 HT20 -78
MCS14 HT20 -77
MCS15 HT20 -76
MCS0 HT40 -90
MCS1 HT40 -89
MCS2 HT40 -87
MCS3 HT40 -84
MCS4 HT40 -82
MCS5 HT40 -78
MCS6 HT40 -77
MCS7 HT40 -75
MCS8 HT40 -90
MCS9 HT40 -87
MCS10 HT40 -85
MCS11 HT40 -83
MCS12 HT40 -79
MCS13 HT40 -75
MCS14 HT40 -74
MCS15 HT40 -72

速率/MCS 模式 灵敏度（(dBm）
6 传统 -94
9 传统 -94
12 传统 -94
18 传统 -93
24 传统 -90
36 传统 -87
48 传统 -83
54 传统 -81

MCS0 HT20 -94
MCS1 HT20 -93
MCS2 HT20 -91
MCS3 HT20 -87
MCS4 HT20 -84
MCS5 HT20 -80
MCS6 HT20 -79
MCS7 HT20 -77
MCS8 HT20 -93
MCS9 HT20 -90

MCS10 HT20 -88
MCS11 HT20 -85
MCS12 HT20 -82
MCS13 HT20 -78
MCS14 HT20 -76
MCS15 HT20 -74
MCS0 HT40 -91
MCS1 HT40 -89
MCS2 HT40 -87
MCS3 HT40 -84
MCS4 HT40 -81
MCS5 HT40 -76
MCS6 HT40 -75
MCS7 HT40 -73
MCS8 HT40 -90
MCS9 HT40 -87

MCS10 HT40 -85
MCS11 HT40 -82
MCS12 HT40 -79
MCS13 HT40 -74
MCS14 HT40 -72
MCS15 HT40 -71

传导接收灵敏度

天线接头处测得的最高值（金属外壳）；2400MHz频段

传导接收灵敏度

天线接头处测得的最高值（金属外壳）；5200MHz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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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全面的 8 0 2 . 1 1 n 性

能，符合 8 0 2 . 3 a f 

标准

采用标准以太网电源

（PoE）技术，简化

了安装操作，并降低

了安装总成本。

多频段运行

可同时在2.4 GHz和5.0 

GHz频段上提供检测

功能，以实现多频

段入侵防御或故障排

除。

移动性

支持高速安全漫游。

安全性

这个独一无二的多功

能设备可以执行和实

施摩托罗拉无线交换

机中配置的IDS/IPS安

全政策，也可被用作

全天候专用传感器，

结合AirDefense中的

无线IPS使用。

应用支持

支持呼叫准入控制，

以优化 V o W L A N 性

能，以及802.11 a/b/g/n

客户端的视频流和数

据吞吐量。

语音、定位、热点和访客接入

AP 6532支持基于无线局域网的语音业务 ( VoWLAN ) 

QoS，即便在某个接入点同时有多个VoWLAN呼叫的

情况下，也能确保长话级语音品质。802.11定位服

务能够实现用户定位和人员、资产跟踪，甚至可对

网络或应用的访问进行控制。此外，利用该接入点

还可轻松实现热点和访客接入控制，确保用户仅可

访问其已获得授权的网络、站点或应用。

提升终端与网络性能 

通过交换机/控制器的虚拟局域网特性，可提升用

户终端和网络的性能。利用虚拟技术，每个接入点

可被划分为4个独立的虚拟局域网，可直接将相

关业务流传送至目标接收者。这能降低网络的总

业务流量，同时将用户终端的性能和电池工作时

间提高最多25%。这也有助于减少提供业务分离

的用户终端所需的接入点数量。

简单部署和维护

无需配置或手动维护版本。摩托罗拉无线控制器

可搜索网络中的接入点，并自动下载所有配置

参数和版本，极大地降低了 2 层和 3 层部署的安

装、维护和故障排除成本。

AP 6532规格表

AP 6532技术规格表（接上页）

最高射频发射功率

内置天线信息

典型RMS功耗

物理特性 AP 6532（内置天线） AP 6532（外接天线）

外形尺寸： 9.5英寸（长）x 7.5英寸（宽）x 1.7英寸（高）  
24.13厘米（长）x 18.916厘米（宽） 
x 4.36厘米（高）

8.5英寸（长）x 5.6英寸（宽）x 1.5英寸（高） 
21.64厘米（长）x 14.10厘米（宽） 
x 3.771厘米（高）

重量： 2.0磅/0.91千克  2.5磅/1.14千克

部件编号： AP-6532-66030-WW：内置天线，面向除美国之外的国家 
AP-6532-66040-WW：外接天线，面向除美国之外的国家

安装选项： 吊顶式（悬挂在天花板下方T形柱上）；壁挂式 吊顶式（安装在天花板上方）；壁挂式

阻燃： 否 是，经UL 2043认证

LED指示灯： 2个LED指示灯，可指示2.4GHz/5 GHz活动、功率、开通和错误等状态

无线数据通信和网络连接

可支持的速率： 802.11b/g：1、2、5.5、11、6、9、12、18、24、36、48和54Mbps
802.11a：6、9、12、18、24、36、48和54Mbps 

802.11n：MCS 0-15，最高300Mbps

网络标准： 802.11a、802.11b、802.11g、802.11n

无线技术： 直接系列扩频（DSSS）、正交频分复用（OFDM）和空间复用（MIMO）

可支持的虚拟局域网/无线局域网： 虚拟局域网/无线局域网均取决于控制器

上行链路： 自动侦测10/100/1000Base-T以太网

射频特性

工作信道： 5GHz：从4920 MHz至5825 MHz的所有信道

2.4GHz：信道1-13（2412-2472 MHz）、信道14（2484 MHz）仅日本
实际工作频率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法规限制

最大有效发射功率： 21dBm

发射功率调节： 1dB步长

天线配置： 2x3 MIMO（两根用于发射，三根用于接收）

工作频段： FCC EU 2.412至2.462 GHz；2.412至2.472 GHz；5.150至5.250 (UNII -1)； 5.150至5.250 GHz 
5.725至5.825 (UNII -3)； 5.150至5.350 GHz； 5.725至5.850 (ISM)；5.470至5.725 GHz
（针对特定国家）日本2.412至2.484GHz； 4.900至5.000 GHz； 5.150至5.250 GHz

使用环境 AP 6532（内置天线） AP 6532（外接天线）

工作温度： 32°F至104° F/0°C至40° C

贮存温度： -40°F至158° F/-40°C至70° C

工作湿度： 5%-95%（非冷凝）

工作海拔高度： 8,000英尺/2438米

贮存海拔高度： 15,000英尺/4572米

静电放电： +/- 15 kV（空气） +/- 8 kV（接触）

电源技术规格

工作电压： 802.3af电源：48 VDC @ 12.95W（典型值）；36 VDC至57 VDC（范围）

工作电流： 270mA rms @ 48V

集成式以太网电源支持： 基于标准的IEEE 802.3af

使用环境 AP 6532（内置天线） AP 6532（外接天线）

2400MHZ +21dBm +24dBm

5200MHZ +19dBm +22dBm

内置天线说明 值

峰值增益、 2.4GHz频段 2.0dBi

峰值增益、 5.2GHz频段 4.8dBi

天线端口技术规格

类型： 集成式2.4 GHz和5.2 GHz双天线元件 双RP-SMA接头，可支持外接天线（不含）

频段： 2.4 GHz至2.5 GHz；5.180 GHz至5.850 GHz（实际工作频率取决于监管法规和认证机构的规定）

增益: 2.0 dBi (2.4GHz)；4.8dBi (5GHz) 针对特定天线

监管法规

产品安全认证 UL 60950、cUL、EU EN 60950、TUV和UL 2043（外置天线）

无线电使用许可 FCC（美国）、加拿大工业部、CE（欧洲）和TELEC（日本）

选项 直流电压 直流电流 直流功耗

1 48V 270mA 12.95W

2 48V 209mA 10.00W

产品规格单 
AP 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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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负载均衡、强制

漫游和速率调整

提高无线网络的可

靠性和自愈能力，以 

更好地支持关键任务

应用。

两种外形

采用金属外壳的阻燃

型外接天线型号，

特别适于安装在天花

板上方；采用塑料外

壳的内置天线型号，

则适于安装在精装修

室内环境中，并可

通过集成式2.4 GHz和 

5.0 GHz天线，提供经

济划算的覆盖。

灵活的安装方式

壁挂式和吊顶式（分

为天花板上方和下

方）安装方式，便于

快速轻松安装。内置

天线型号可挂扣到

天花板下方的T形条

上，无需使用任何其

他硬件；外接天线型

号则可安装在天花板

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