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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e terminal

ntp server 10.10.48.17

class-map [highest class name]

Router# enable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interface Vlan64
  ip address 10.5.204.5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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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的目标受众

Cisco®智能业务平台（IBA）指南主要面向承担以下职务的人员：

● 需要实施解决方案时的标准规范的系统工程师

● 需要撰写思科IBA实施 项目工作说明书的项目经理

● 需要销售新技术或撰写实施文档的销售合作伙伴

● 需要课堂讲授或在职培训材料的培训人员

一般来说，您也可以将思科IBA指南作为工程师之间技术交流、项目实施经验分享的统

一指导文件，或利用它更好地规划项目成本预算和项目工作范围。

版本系列

思科将定期对IBA指南进行更新和修订。在开发新的思科IBA指南系列时，我们将会对

其进行整体评测。为确保思科IBA指南中各个设计之间的兼容性，您应当使用同一系列

中的设计指南文档。

所有思科IBA指南的封面和每页的左下角均标有指南系列的名称。我们以某系列指南发

布时的年份和月份来对该系列命名，如下所示：

年 月 系列

例如，我们把于2011年8月发布的系列指南命名为“2011年8月系列”。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IBA指南系列： 

客户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合作伙伴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何阅读命令

许多思科IBA指南详细说明了思科网络设备的配置步骤，这些设备运行着Cisco IOS、

Cisco NX-OS或其他需要通过命令行界面（CLI）进行配置的操作系统。下面描述了系

统命令的指定规则，您需要按照这些规则来输入命令。

在CLI中输入的命令如下所示：

为某个变量指定一个值的命令如下所示：

包含您必须定义的变量的命令如下所示：

以交互示例形式显示的命令（如脚本和包含提示的命令）如下所示：

包含自动换行的长命令以下划线表示。应将其作为一个命令进行输入：

系统输出或设备配置文件中值得注意的部分以高亮方式显示，如下所示：

问题和评论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qpt

如果您希望在出现新评论时获得通知，我们可以发送RSS信息。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q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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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In This SBA Guide

About SBA
Cisco SBA helps you design and quickly deploy a full-service business 
network. A Cisco SBA deployment is prescriptive, out-of-the-box, scalable, 
and flexible. 

Cisco SBA incorporates LAN, WAN, wireless, security, data center,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and unifi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tested together as a 
complete system. This component-level approach simplifies system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echnologies, allowing you to select solutions that solve your  
organization’s problems—without worrying about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How to Get Started with Cisco SBA 
document: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About This Guide
This additional deployment guid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	 Business	Overview—The challenge that your organization faces. 
Business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solution to their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	 Technology	Overview—How Cisco solves the challenge. Technical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understand how the solution works.

•	 Deployment	Details—Step-by-step instruc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olution. Systems engine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get the solution up 
and running quickly and reliably.

This guide presumes that you have read the prerequisites guides, as shown 
on the Route to Success below. 

1

Route to Success
To ensure your success when implementing the designs in this guide, 
you should read any guides that this guide depends upon—shown to 
the left of this guide on the route above. Any guides that depend upon 
this guide are shown to the right of this guide.

For customer access to all SBA guides: http://www.cisco.com/go/sba 
For partner access: http://www.cisco.com/go/sba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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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IBA

思科IBA能帮助您设计和快速部署一个全服务企业网络。IBA系统是一种规范式设计，

即购即用，而且具备出色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思科IBA在一个综合解决方案中集成了局域网、广域网、无线、安全、数据中心、应用

优化和统一通信技术，并对其进行了严格测试，确保能够实现无缝协作。IBA采用的组

件式方法简化了在采用多种技术时通常需要进行的系统集成工作，使您可以随意选择能

够满足企业需求的解决方案，而不必担心技术复杂性方面的问题。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IBA使用入门》文档：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关于本指南

此附加部署指南包含以下章节：

● 业务概述—您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业务决策者可通过本章内容来了解介绍的解决

方案与其企业运营的相关性。

● 技术概述—思科如何应对上述挑战。技术决策者可以利用此章节的内容了解解决方

案的工作原理。

● 部署详情—解决方案的具体实施步骤介绍。系统工程师可以在这些步骤的指导下快

速可靠地配置和启用解决方案。

本指南假定您已经阅读了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如成功部署路线图中所示。

成功部署路线图

为确保您能够按照本指南中的设计成功完成部署，您应当阅

读本指南所依据的所有相关指南——即上面路线图中本指南左

侧的所有指南。所有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都在右侧。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qpt

本IBA指南的内容2012年上半年

本IBA指南的内容What’s In This SBA Guide

About SBA
Cisco SBA helps you design and quickly deploy a full-service business 
network. A Cisco SBA deployment is prescriptive, out-of-the-box, scalable, 
and flexible. 

Cisco SBA incorporates LAN, WAN, wireless, security, data center,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and unifi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tested together as a 
complete system. This component-level approach simplifies system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echnologies, allowing you to select solutions that solve your  
organization’s problems—without worrying about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How to Get Started with Cisco SBA 
document: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About This Guide
This additional deployment guid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	 Business	Overview—The challenge that your organization faces. 
Business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solution to their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	 Technology	Overview—How Cisco solves the challenge. Technical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understand how the solution works.

•	 Deployment	Details—Step-by-step instruc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olution. Systems engine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get the solution up 
and running quickly and reliably.

This guide presumes that you have read the prerequisites guides, as shown 
on the Route to Success below. 

1

Route to Success
To ensure your success when implementing the designs in this guide, 
you should read any guides that this guide depends upon—shown to 
the left of this guide on the route above. Any guides that depend upon 
this guide are shown to the right of this guide.

For customer access to all SBA guides: http://www.cisco.com/go/sba 
For partner access: http://www.cisco.com/go/sbachannel

ENT BN

What’s In This SBA Guide

About SBA
Cisco SBA helps you design and quickly deploy a full-service business 
network. A Cisco SBA deployment is prescriptive, out-of-the-box, scalable, 
and flexible. 

Cisco SBA incorporates LAN, WAN, wireless, security, data center,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and unifi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tested together as a 
complete system. This component-level approach simplifies system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echnologies, allowing you to select solutions that solve your  
organization’s problems—without worrying about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How to Get Started with Cisco SBA 
document: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About This Guide
This additional deployment guid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	 Business	Overview—The challenge that your organization faces. 
Business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solution to their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	 Technology	Overview—How Cisco solves the challenge. Technical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understand how the solution works.

•	 Deployment	Details—Step-by-step instruc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olution. Systems engine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get the solution up 
and running quickly and reliably.

This guide presumes that you have read the prerequisites guides, as shown 
on the Route to Success below. 

1

Route to Success
To ensure your success when implementing the designs in this guide, 
you should read any guides that this guide depends upon—shown to 
the left of this guide on the route above. Any guides that depend upon 
this guide are shown to the right of this guide.

For customer access to all SBA guides: http://www.cisco.com/go/sba 
For partner access: http://www.cisco.com/go/sbachannel

ENT BN
设计概述 局域网部署指南 互联网边缘部署指南 远程办公解决方案

    部署指南

What’s In This SBA Guide

About SBA
Cisco SBA helps you design and quickly deploy a full-service business 
network. A Cisco SBA deployment is prescriptive, out-of-the-box, scalable, 
and flexible. 

Cisco SBA incorporates LAN, WAN, wireless, security, data center,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and unifi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tested together as a 
complete system. This component-level approach simplifies system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echnologies, allowing you to select solutions that solve your  
organization’s problems—without worrying about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How to Get Started with Cisco SBA 
document: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About This Guide
This additional deployment guid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	 Business	Overview—The challenge that your organization faces. 
Business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solution to their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	 Technology	Overview—How Cisco solves the challenge. Technical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understand how the solution works.

•	 Deployment	Details—Step-by-step instruc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olution. Systems engine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get the solution up 
and running quickly and reliably.

This guide presumes that you have read the prerequisites guides, as shown 
on the Route to Success below. 

1

Route to Success
To ensure your success when implementing the designs in this guide, 
you should read any guides that this guide depends upon—shown to 
the left of this guide on the route above. Any guides that depend upon 
this guide are shown to the right of this guide.

For customer access to all SBA guides: http://www.cisco.com/go/sba 
For partner access: http://www.cisco.com/go/sbachannel

ENT BN

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 您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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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concept of teleworking, also known as telecommuting, is not new. In 
2010, IDC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over 30 million teleworkers worldwide. 
Teleworkers differ from mobile workers in that they require a more office-like 
environment and typically work from a single semi-permanent location, in 
most cases their houses. These workers may have an informal arrangement 
with their supervisors, or the work arrangement may be more formalized with 
a written policy and enrollment.

Today, teleworkers are becoming more productive and connected, enabling 
companies to recruit the best talent, regardless of their lo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eleworking allows the workers to find the optimal life-work balance and 
job satisfaction while maintaining productivity and business continuity. 

Providing employees access to networked business services from a resi-
dential environment poses challenges for both the end user and IT opera-
tions. For the home-based teleworker, it is critical that access to business 
services be reliable and consistent, providing an experience that is as simi-
lar to sitting in a cubicle or office in the organization’s facility. Additionally, 
solutions must support a wide range of teleworking employees with varying 
skill sets, making it critical to have a streamlined and simplified way to imple-
ment devices that allow for access to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

IT operations have a different set of challenges when it comes to implement-
ing a teleworking solution, including properly securing, maintaining, and 
managing the teleworker environment from a centralized location. The intro-
duction of cloud-based services requires IT to help ensure that employees 
have access to these services while minimizing the risk of viruses or attacks 
by providing secure Internet access. Because operational expenses are 
a constant consideration, IT must implement a cost-effective solution that 
provides investment protection without sacrificing quality or functionality.

The needs of teleworkers vary depending on the frequency and type of 
information they use to perform their jobs. There is no “one size fits all” 
technology solution for telework. To optimize teleworker solutions, organiza-
tions must understand the unique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 end users 
while providing a consistent, secure operating environment for all users, 
regardless of location. 

Cisco offers a suite of teleworking solutions that provides options for all 
types of teleworkers. The Cisco teleworking solutions include:

•	 Cisco® AnyConnect PC and Phone.

•	 Cisco 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s (ASA) Series 5505.

•	 Cisco OfficeExtend.

•	 Cisco Virtual Office (CVO).

This document has been divided into multiple sections, each covering one 
of the teleworking solutions. To help decide which teleworking solution is the 
best fit for your organization, use the following table to identify your require-
ments and the solutions that support them.

Table 1 -  Teleworking requirements and the solutions that support 
them

Your requirement
AnyConnect 
PC + Phone ASA 5505 OfficeExtend CVO

Wireless X1 X X

Wired X1 X X2 X

Efficient Intrasite 
Communication3

X X

Advanced 
Technology Support 
(Multicast, Medianet)

X

Provisioning 
Complexity

Medium High Low Low

Resiliency Medium Medium Low High

Recommended 
Scale in this 
Deployment

500 50 500 900

Notes:

1. Every device must support Cisco AnyConnect natively.

2. The Cisco OfficeExtend 600 Series AP supports one physical LAN 
connection and up to four MAC addresses.

3. Defined as traffic not having to leave the site to communicate between 
devices.

2

Introduction

The concept of teleworking, also known as telecommuting, is not new. In 
2010, IDC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over 30 million teleworkers worldwide. 
Teleworkers differ from mobile workers in that they require a more office-like 
environment and typically work from a single semi-permanent location, in 
most cases their houses. These workers may have an informal arrangement 
with their supervisors, or the work arrangement may be more formalized with 
a written policy and enrollment.

Today, teleworkers are becoming more productive and connected, enabling 
companies to recruit the best talent, regardless of their lo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eleworking allows the workers to find the optimal life-work balance and 
job satisfaction while maintaining productivity and business continuity. 

Providing employees access to networked business services from a resi-
dential environment poses challenges for both the end user and IT opera-
tions. For the home-based teleworker, it is critical that access to business 
services be reliable and consistent, providing an experience that is as simi-
lar to sitting in a cubicle or office in the organization’s facility. Additionally, 
solutions must support a wide range of teleworking employees with varying 
skill sets, making it critical to have a streamlined and simplified way to imple-
ment devices that allow for access to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

IT operations have a different set of challenges when it comes to implement-
ing a teleworking solution, including properly securing, maintaining, and 
managing the teleworker environment from a centralized location. The intro-
duction of cloud-based services requires IT to help ensure that employees 
have access to these services while minimizing the risk of viruses or attacks 
by providing secure Internet access. Because operational expenses are 
a constant consideration, IT must implement a cost-effective solution that 
provides investment protection without sacrificing quality or functionality.

The needs of teleworkers vary depending on the frequency and type of 
information they use to perform their jobs. There is no “one size fits all” 
technology solution for telework. To optimize teleworker solutions, organiza-
tions must understand the unique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 end users 
while providing a consistent, secure operating environment for all users, 
regardless of location. 

Cisco offers a suite of teleworking solutions that provides options for all 
types of teleworkers. The Cisco teleworking solutions include:

•	 Cisco® AnyConnect PC and Phone.

•	 Cisco 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s (ASA) Series 5505.

•	 Cisco OfficeExtend.

•	 Cisco Virtual Office (CVO).

This document has been divided into multiple sections, each covering one 
of the teleworking solutions. To help decide which teleworking solution is the 
best fit for your organization, use the following table to identify your require-
ments and the solutions that support them.

Table 1 -  Teleworking requirements and the solutions that support 
them

Your requirement
AnyConnect 
PC + Phone ASA 5505 OfficeExtend CVO

Wireless X1 X X

Wired X1 X X2 X

Efficient Intrasite 
Communication3

X X

Advanced 
Technology Support 
(Multicast, Medianet)

X

Provisioning 
Complexity

Medium High Low Low

Resiliency Medium Medium Low High

Recommended 
Scale in this 
Deployment

500 50 500 900

Notes:

1. Every device must support Cisco AnyConnect natively.

2. The Cisco OfficeExtend 600 Series AP supports one physical LAN 
connection and up to four MAC addresses.

3. Defined as traffic not having to leave the site to communicate between 
devices.

目前，远程办公（也称作远程通信）已不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2010年，IDC就估计全

球会有超过3000万远程工作人员。远程工作人员与移动工作人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

们需要一个更像办公室的环境，通常在一个半永久性地点办公，大多数情况是在家中。

这些工作人员与主管间可以是非正式的工作关系，也可以有更加规范化的工作安排，遵

循书面政策，须注册登记。

如今，远程工作人员效率越来越高，连通性越来越好，这使得公司能够招聘到位于世界

各地的优秀人才。同时，远程工作也能帮助员工达成工作与生活间的最佳平衡，在保持

出色生产率和业务连续性的同时，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支持员工从居住环境访问联网业务服务给最终用户和IT部门提出了严峻挑战。对于在家

中办公的远程工作人员来说，关键是要能够可靠、一致地访问业务服务，获得类似于坐

在公司大厦的格子间或办公室的体验。此外，解决方案还必须支持众多具备不同技能集

的远程工作人员，因而能够轻松、简便地部署可接入公司环境的设备至关重要。

IT部门在部署远程办公解决方案方面，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挑战，包括如何从中央站点

正确保护、维护和管理远程工作人员环境等。云计算服务的推出，要求IT部门在确保员

工能够访问这些服务的同时，提供安全的互联网接入，将病毒或攻击风险降至最低。鉴

于运营开支始终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IT部门必须部署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在不影响

质量或功能的情况下提供全面的投资保护。

远程工作人员的需求各不相同，具体取决于他们完成工作所需的信息类型和信息访问频

率。没有能够满足所有远程办公需求的“万能”技术解决方案。为优化远程工作人员解

决方案，企业必须了解单个最终用户的独特需求，同时为遍布各地的全体用户提供一个

统一、安全的操作环境。

简介

简介2012年上半年

思科提供了一套远程办公解决方案，配以多种选项，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远程工作人员。

思科远程办公解决方案包括：

● Cisco® AnyConnect PC和电话

● 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ASA）系列5505
● Cisco OfficeExtend
● 思科虚拟办公室（CVO）

本文分为多个部分，每部分介绍一种远程办公解决方案。为帮助您明确哪种远程办公解

决方案最适合贵公司，请使用下表确定您的需求和对应的解决方案。

表1. 远程办公需求和对应的解决方案

注：

1. 每个设备都必须原生支持Cisco AnyConnect。

2. Cisco OfficeExtend 600系列接入点支持一条物理局域网连接和多达四个MAC地址。

3. 是指流量不必离开站点，在设备间通信。

您的需求 AnyConnect 

PC + 电话

ASA 5505 OfficeExtend CVO

无线连接 X1 X X

有线连接 X1 X X2 X

高效的站点内通信3 X X

支持先进技术

（组播，Medianet）

X

配置复杂度 中等 高 低 低

永续性 中等 中等 低 高

此解决方案的建议

支持人数

500 50 5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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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支持员工从居住环境访问联网业务服务给最终用户和IT部门提出了严峻挑战。对于在家

中办公的远程工作人员来说，关键是要能够可靠、一致地访问业务服务，获得类似于坐

在公司大厦的格子间或办公室的体验。然而，许多员工已在家中进行了个人网络设置，

因为缺少以太网线或会在2.4GHz无线频段发生拥堵，并行集成另一网络的作法恐怕不

太现实。

IT部门在部署远程办公解决方案方面，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挑战，包括如何从中央站

点正确保护、维护和管理远程工作人员环境等。鉴于运营开支始终是一个重要考虑因

素，IT部门必须部署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在不影响质量或功能的情况下提供全面的

投资保护。

技术概述

适用于Cisco Unified IP电话的Cisco VPN客户端与适用于PC和笔记本电脑的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共用，为那些远程工作人员只需要访问数据和语音服务的企业，提

供了出色的解决方案。

本解决方案以《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互联网边缘部署

指南》中所介绍的远程接入VPN解决方案为基础。该解决方案无需任何修改，就能同时

用于支持移动用户和远程工作人员。

AnyConnectPC和电话

因为员工可能全天候远程办公，为了提供与办公室更为接近的环境，本解决方案使用了

物理电话，而非在PC上运行的软电话。另外，为将电话与员工所属企业相连，本解决

方案采用了适用于Cisco Unified IP电话的Cisco VPN客户端。Cisco VPN客户端：

● 易于部署—您可通过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UCM）管理，完

成所有设置。该电话使用Cisco ASA上现有的VPN群组配置，建立一条VPN连接，连

接到与Cisco AnyConnect PC客户端相连的Cisco ASA设备对。

● 易于使用—在大型企业环境中完成电话的配置后，用户可将其带回家，插入宽带路

由器中，立即实现连接，无需配置繁杂的菜单。此外，如果您为远程工作人员提供的

是一部Cisco Unified IP电话9971和一台配有无线网卡的笔记本电脑，那么该解决方

案无需家庭办公室具备有线连接。

● 易于管理—电话能够远程进行固件更新和配置更改。

● 安全可靠—VPN隧道仅适用于来自于电话本身的流量。一台连接到PC端口的电脑

负责运行VPN客户端软件，进行身份验证并建立自己的隧道。和Cisco AnyConnect 

PC客户端一样，对电话进行身份验证需要用户提供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AD）

用户名和密码。

Cisco VPN客户端配置需要预先配置电话，并在公司网络内部建立初始连接，以检索电

话配置。在电话检索到配置后，再使用VPN建立后续连接。

目前支持以下Cisco Unified IP电话：7942、7962、7945、7965、7975、8900系列和

9900系列。

AnyConnect PC和电话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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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详情

本部署指南采用了某些标准设计参数，并涉及到了多种不属于本解决方案范畴的网络基

础设施服务。这些参数如下表所列。

表2. 通用设计参数

 

本指南假设已为远程接入VPN配置了Cisco ASA。这里仅包括将VPN IP电话集成到部

署中所需的流程。如需了解有关Cisco ASA配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互联网边缘部

署指南》。

为能够从IP电话连接Cisco ASA，您必须将该设备的一份身份证书（可由该设备自行签

发）导入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中。

网络服务 IP地址

域名 cisco.local

Active Directory、DNS服务器、DHCP服务器 10.4.48.10

身份验证控制系统（ACS） 10.4.48.15

网络时间协议（NTP）服务器 10.4.48.17

流程

程序1 创建身份证书

步骤1：启动ASA安全设备管理器。

步骤2：在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 Certificate 

Management（证书管理）中，点击Identity Certificates（身份证书）。

步骤3：从身份证书列表中，选择远程接入VPN所使用的身份证书。（例如：ASDM_

TrustPoint0）

步骤4：点击Export（导出）。

 

步骤5：在Export certificate（导出证书）对话框中，为证书输入一个文件名。（例

如：C:\RAVPN.pem）

AnyConnect PC和电话2012年上半年

配置Cisco ASA

1 创建身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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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选择PEM Format（Certificate Only）（PEM格式（仅限证书）），然后点击

Export Certificate（导出证书）。

 

Information（信息）对话框显示证书已导出。

 

步骤7：点击OK，然后点击Apply（应用）。

配置Cisco UCM

1 导入Cisco ASA证书

2 配置VPN网关

3 配置VPN群组

4 设置VPN配置文件

5 配置VPN功能

6 配置通用电话配置文件

步骤1：转至Cisco Unified Operating Systems Administration（Cisco Unified操作系统

管理）页面。（例如：https://cucm.cisco.local/cmplatform/）

 

步骤2：在Security（安全）> Certificate Management（证书管理）中，点击Upload 

Certificate（上传证书）。

 

步骤3：在Upload Certificate（上传证书）页，Certificate Name（证书名称）选择

Phone-VPN-trust。

步骤4：在Upload File（上传文件）框中，输入程序1步骤5中获得的证书文件名称。

程序1 导入Cisco ASA证书

流程

AnyConnect PC和电话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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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点击Upload File（上传文件）。

 

上传完成后，Status（状态）窗格就显示Success: Certificate Uploaded（成功：证书

已上传）。

 

步骤1：在Navigation（导航）列表中，选择Cisco Unified CM Administration（Cisco 

Unified CM管理），然后点击Go（开始）。

程序2 配置VPN网关

步骤2：在Advanced Features（高级功能）> VPN > VPN Gateway（VPN网关）中，

点击Add New（新增）。

 

步骤3：在VPN Gateway Configuration（VPN网关配置）页面，为VPN网关输入一个名

称。（例如：RAVPN-ASA5520-ISPA）

步骤4：在VPN Gateway URL（VPN网关URL）框中，输入Cisco ASA主用互联网链接

上VPN群组的URL。（例如：https://172.16.130.124/AnyConnect/）

步骤5：在VPN Gateway Certificates（VPN网关证书）窗格，通过选中证书并点击下箭

头，将证书从可信库移动到该位置。

步骤6：点击Save（保存）。

AnyConnect PC和电话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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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如果您有第二条互联网连接，则使用Cisco ASA第二个接口上VPN群组的

URL，重复步骤2至步骤6，添加第二个VPN网关。（例如：https://172.17.130.124/

AnyConnect/）

 

步骤1：在Advanced Features（高级功能）> VPN > VPN Group（VPN群组）中，点

击Add New（新增）。

 

步骤2：在VPN Group Configuration（VPN群组配置）页面，输入一个VPN Group 

Name（VPN群组名称）。（例如RA-VPN）

步骤3：通过选中网关并点击下箭头，将主VPN网关从Available VPN Gateway list（可

用VPN网关列表）移动到Selected VPN Gateway list（已选VPN网关列表）。

程序3 配置VPN群组

步骤4：如果您有第二条互联网连接，通过选中网关并点击下箭头，将第二个VPN网关

从Available VPN Gateway list（可用VPN网关列表）移动到Selected VPN Gateway list

（已选VPN网关列表）。

步骤5：点击Save（保存）。

 

步骤1：在Advanced Features（高级功能）> VPN > VPN Profile（VPN配置文件）中，

点击Add New（新增）。

AnyConnect PC和电话2012年上半年

程序4 设置VPN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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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在VPN Profile Configuration（VPN配置文件设置）页面，输入一个Name（名

称）。（例如：RAVPN-ASAs）

步骤3：因为Cisco ASA的身份证书是自行签发的，请不要勾选Enable Host ID Check

（启用主机ID检查）。

步骤4：选择Enable Password Persistence（启用永久密码），然后点击Save（保存）。

步骤1：在Advanced（高级）> VPN中，点击VPN Feature Configuration（VPN功能

配置）。

步骤2：因为Cisco ASA的身份证书是自行签发的，所以应在Enable Host ID Check（启

用主机ID检查）字段中选择False（不支持），然后点击Save（保存）。

 

程序5 配置VPN功能

AnyConnect PC和电话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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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在Device（设备）> Device Settings（设备设置）> Common Phone Profile（通

用电话配置文件）中，点击Add New（新增）。

 

步骤2：在Common Phone Profile Configuration（通用电话配置文件设置）页面，输

入Name（名称）。（例如：VPN Common Phone Profile）

步骤3：在VPN information（VPN信息）窗格中，选择在程序3中创建的VPN Group

（VPN群组）。（例如：RA-VPN）

步骤4：在VPN information（VPN信息）窗格中，选择在程序4中创建的VPN Profile

（VPN配置文件）。（例如：RAVPN-ASAs）

 

步骤5：点击Save（保存）。

程序6 配置通用电话配置文件

配置IP电话 

1 创建远程工作人员设备池

2 注册和配置设备

3 连接IP电话

在最终用户通过VPN使用电话之前，电话必须从企业网络内部向Cisco UCM进行注

册。注册流程将更新电话固件并下载电话配置，包括VPN设置。

以下流程为注册设备配置了VPN信息，以便最终用户能在企业网络之外部署该设备。

步骤1：在System（系统）> Region（地区）中，点击Add New（新增）。

步骤2：输入该地区的名称，然后点击Save（保存）。（例如：Teleworkers）

 

步骤3：在Modify Relationship to other Regions（修改与其它地区的关系）面板中，在

Regions（地区）列表中选择每个地区。

步骤4：在Max Audio Bit Rate（最大音频码率）中，选择16kbps（iLBC, G.728）。

AnyConnect PC和电话2012年上半年

程序1 创建远程工作人员设备池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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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在Link Loss Type（链路损耗类型）列表中选择Lossy（损耗），然后点击Save

（保存）。

 

步骤6：在System（系统）> Device Pool（设备池）中，点击Add New（新增）。

步骤7：在Device Pool Name（设备池名称）选项框中，输入一个名称。（例如：

Teleworker_DP）

步骤8：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Group（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群组）列表中，选择主群组。（例如：CG_1）

步骤9：在Date/Time Group（日期/时间群组）列表中，为远程工作人员设备选择时

区。（例如：Pacific）

步骤10：在Region（地区）列表中，选择步骤2中创建的远程工作人员地区，然后点击

Save（保存）。（例如：Teleworkers）

 

步骤1：在Device（设备）> Phone（电话）中，在搜索文本框中输入设备名称。

步骤2：点击Find（查找）。

步骤3：要打开Phone Configuration（电话配置）页面，在Device Name（设备名称）

栏中点击设备名称。

程序2 注册和配置设备

AnyConnect PC和电话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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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在Phone Configuration（电话配置）页面中，选择在程序1步骤6中创建的

Device Pool（设备池）。（例如：Teleworker_DP）

步骤5：选择在程序6中创建的Common Phone Profile（通用电话配置文件）。（例如：

VPN Common Phone Profile）

步骤6：选择Calling Search Space（呼叫搜索空间），然后点击Save（保存）。（例

如：Remote_CSS）

步骤7：点击Apply Config（应用配置）。

 

步骤1：将电话与用户的家庭网络相连。

程序3 连接IP电话

步骤2：要通过VPN将电话与企业相连，选择Applications（应用）> VPN。

 

步骤3：对于VPN Enabled（启用VPN）项，选择On（打开）。

步骤4：输入用户ID和密码。

步骤5：按Sign In（登入）。VPN Status（VPN状态）显示为Connected（连接）。

AnyConnect PC和电话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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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目前，许多企业都日益需要为员工提供远程办公解决方案。员工们普遍认为上下班路上

和办公室闲聊的时间都属于工作时间，而企业需要租用或购买办公室场地和办公家具，

甚至部署用于为员工提供支持的网络基础设施，这些加起来是巨大的投资和运营开支。

在远程工作人员家中提供类似办公室的工作环境，需要：

● 一部能作为企业电话系统分机的电话。

● 一个运行安静、平稳的低功率解决方案，为一部或多部IP电话或其它桌面协作资源提

供多条以太网连接。

● 一条或多条供计算机接入企业网络的以太网连接，以及用于其它联网设备，如打印机

和IP视频监视设备等的以太网连接。

员工在远程办公站点无需无线连接，因为所有的远程办公资源都使用有线以太网。

技术概述

Cisco ASA 5505是远程工作人员连接企业总部（HQ）的低成本选择。Cisco ASA 5505

在一个紧凑、无风扇的机型中，为数据和协作终端提供了安全连接，最大程度降低了噪

音级别和空间需求。

Cisco ASA 5505远程办公解决方案可以与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中小企业或大型企业设

计的互联网边缘部分相集成。远程工作人员连接在总部或是备用站点（如地区办公室或

业务连续性站点）的永续Cisco ASA防火墙上端接。尽管某些配置可以完全不使用远程

接入虚拟专用网（RAVPN）资源，但也可以重复利用其中的一些配置。该配置无需中

断服务即能应用，增加了头端对于Cisco ASA 5505远程工作人员终端的支持，且不会

影响RAVPN连接。

Cisco ASA 5505

Cisco ASA 5505远程工作人员解决方案为终端设备，如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IP电

话、打印机，以及其它通过有线以太网连接而与网络相连的设备等，提供了网络接入功

能。Cisco ASA 5505的两个端口提供有以太网供电，可支持IP电话、IP视频监视和其它

终端，而不必在远程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布置大量的线缆和“墙壁”电源。

ASA 5505远程工作人员解决方案提供：

● 低廉的成本—完美结合了Cisco ASA 5505、思科IP电话，以及总部互联网边缘

ASA上的必要许可证。

● 灵活的连接—Cisco ASA 5505的集成以太网交换机能支持多种终端设备，包括

两个可提供PoE的接口。

● 简单的部署—Cisco ASA 5505能使用简要文本文件配置，快速完成配置工作。

● 安全可靠—远程员工的连接可通过取消激活总部设备上的远程办公站点证书而

终止。

在理想状态下，Cisco ASA 5505远程工作人员的设备将在预配置后，送回到他们的家

中。此外，他们还可将新配置的桌面IP电话或已有桌面IP电话带回家，并通过VPN在

Call Manager服务器上注册。

部署详情

远程接入连接的配置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您将在总部配置永续的互联网边缘设备

对，以接收来自远程工作人员5505设备的VPN连接。在第二阶段，您将进行远程工作

人员5505硬件客户端上的配置。

Cisco ASA 5505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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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针对Cisco ASA 5505远程工作人员VPN的总部互联网边缘Cisco ASA配置

是独立的。但有几个特性取决于互联网边缘基础的配置，因此您需要遵循《面向大型企

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互联网边缘部署指南》中关于Cisco ASA远程接

入VPN的配置步骤。

IPsec连接配置文件中包括大量设定VPN客户端连接行为的配置，因此在这一流程中，

您必须执行多个步骤，来完成中央配置。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Remote Access VPN（远程接入VPN）> Network

（Client）Access IPsec（IKEv1）Connection Profiles（网络（客户端）接入IPsec

（IKEv1）连接配置文件）选项卡，在Connection Profiles（连接配置文件）下方右边

的窗格中，点击Add（添加）按钮。

配置用于远程工作人员VPN的互联网边缘ASA

1 配置IPsec（IKEv1）连接配置文件

2 配置NAT豁免

3 配置路由通告

程序1 配置IPsec（IKEv1）连接配置文件

流程
步骤2：在Add IPsec Remote Access Connection Profile（添加IPsec远程接入连接

配置文件）对话框中，输入以下详细信息。该配置会影响5505远程工作人员设备的行

为，如下所述：

● Name（名称）—Teleworker5505

 此条目是5505 Easy VPN客户端配置中将用到的VPN群组的名称。

● IKE对等体身份验证预共享密钥—[IKE Group Key]

 此条目是必须在5505 Easy VPN客户端配置中重复输入的群组密钥。

● 服务器组—选择AAA-RADIUS

 此条目选择了RADIUS服务器，该服务器会验证为打开Easy VPN客户端隧道而提交的

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3：在Group Policy（群组策略）列表的右侧，点击Manage（管理）。

 

步骤4：在Configure Group Policies（配置群组策略）对话框中，点击Add（添加）。

Cisco ASA 5505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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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在Add Internal Group Policy（添加内部群组策略）对话框中，选择General

（常规），然后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5505Group。

 

步骤6：要展开选项面板，点击More Options（更多选项）。

 

步骤7：在Tunneling Protocols（隧道协议）旁，取消选中Inherit（继承），然后选择

IPsec IKEv1。

 

步骤8：转至Advanced（高级）> Split Tunneling（分离隧道），在右侧面板中，取消

勾选Policy（策略）旁的Inherit（继承）。

步骤9：在Policy（策略）框中，确保选择Tunnel All Networks（隧道连接所有网络）。

步骤10：转至Advanced（高级）> IPsec Client（IPsec客户端），取消勾选位于Store 

Password On Client System（将密码存储在客户端系统中）旁边的Inherit（继承）。

确保选择Disable（禁用）。

 

步骤11：转至Advanced（高级）> IPsec Client（IPsec客户端）> Hardware Client（硬

件客户端），完成以下任务：

● 取消勾选位于Require Interactive Client Authentication（需要交互式客户端身份验

证）旁边的Inherit（继承），确保选择Enable（启用）。

● 取消勾选位于Allow Network Extension Mode（许可网络扩展模式）旁边的Inherit

（继承），确保选择Enable（启用）。

● 点击OK。

 

步骤12：在Configure Group Policies（配置群组策略）对话框中，点击OK。

Cisco ASA 5505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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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policy 5505Group internal
group-policy 5505Group attributes
   password-storage disable
   vpn-tunnel-protocol ikev1
   split-tunnel-policy   tunnelall
   secure-unit-authentication enable
   nem enable
tunnel-group Teleworker5505 type remote-access
tunnel-group Teleworker5505 general-attributes
  default-group-policy 5505Group
  authentication-server-group  AAA-SERVERS(Rad) 
tunnel-group Teleworker5505 ipsec-attributes
  ikev1 pre-shared-key [cisco123] 

 

步骤13：在Add IPsec Remote Access Connection Profile（添加IPsec远程接入连接配

置文件）对话框中，取消勾选Enable L2TP over IPsec protocol（启用L2TP over IPsec

协议），然后点击OK。

 

步骤14：在Connection Profiles（连接配置文件）窗口，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Remote Access VPN（远程接入VPN）> Network（Client）Access（网络（客户端）

接入）> IPsec（IKEv1）。在Access Interfaces（访问接口）下面，在设备的外部接口

旁边，选择Allow Access（允许访问）。

 

步骤15：在Connection Profiles（连接配置文件）下，确认新的Teleworker5505配置文

件已出现，然后点击Apply（应用）。

通过完成以上步骤，将应用下面的配置：

对于在企业专用网络和包含远程工作人员远程地址的IP子网之间传输的流量，互联网边

缘设备不得应用网络地址转换（NAT）。您必须配置一个策略来防止互联网边缘设备应

用NAT。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NAT Rules（NAT规则），然

后点击Add（添加）。

程序2 配置NAT豁免

Cisco ASA 5505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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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在Add NAT Rule（添加NAT规则）对话框中，在Match Criteria:Original Packet

（匹配标准：原始数据包）下方，在Destination Address（目的地地址）框中，点击省

略号（...）。

 

步骤3：在Browse Original Destination Address（浏览原始目的地地址）对话框中，点

击Add（添加），然后点击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4：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中，输入以下值，然后点击

OK。

• Name（名称）—5505-pool

• Type（类型）—Network

• IP Address（IP地址）—[10.4.156.0]

• Netmask（子网掩码）—[255.255.252.0]

• Description（描述）—5505 Teleworker Subnet

步骤5：在Browse Original Destination Address（浏览原始目的地地址）对话框中，展

开IPv4 Network Objects（IPv4网络对象）列表，双击5505-pool，然后点击OK。双击

5505-pool，选择5505远程工作人员子网作为原始目的地地址。

 

步骤6：在Add NAT Rule（添加NAT规则）对话框中，在Match Criteria: Original Packet 

> Destination Address（匹配标准：原始数据包 > 目的地地址）字段中，确认其值为

5505-pool。

Cisco ASA 5505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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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network 5505-pool
  subnet 10.4.156.0 255.255.252.0
  description 5505 teleworker subnet
nat (any,any) source static any any destination static 5505-
pool 5505-pool

 
步骤7：在Options（选项）下，确保选择Enable Rule（启用规则）且方向为Both（双

向），然后点击OK。

 

步骤8：查看配置，然后点击Apply（应用）。

 

Cisco ASDM采用以下配置：

互联网边缘设备必须将远程工作人员地点的网络通告到总部局域网。RAVPN地址池通

过反向路由注入（RRI），作为主机路由通告，并在互联网边缘分布层交换机上汇总。

远程工作人员的子网也通过RRI通告，但不汇总；远程工作人员子网仍保持8位（/29）

子网地址，向网络其余部分通告。

步骤1：在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Routing（路由）> 

EIGRP > Redistribution（重分布）面板，定位静态路由重分发配置，确认在面向增强

型内部网关路由协议（EIGRP）的静态路由重分发中已定义一个路由映射表。您可能需

要滚动窗口到最右端（在下图中，未显示Route Map（路由映射表）栏）。如果没有配

置路由映射表，则您应查看并采用《互联网边缘部署指南》中远程接入VPN配置部分的

RAVPN池通告步骤。

 

程序3 配置路由通告

Cisco ASA 5505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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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Advanced（高级）> 

Standard ACL（标准ACL），将5505远程工作人员子网添加到路由映射表的访问列表

中，选择ACL列表中的redistribute-list（重分发列表）条目，点击Add（添加），并点

击Add ACE（添加ACE）。

 

步骤3：在Add ACE（添加ACE）窗口中，点击Address（地址）框旁边的省略号

（...）。

步骤4：在Brows e Addre ss（浏览地址）窗口的Addre ss（地址）框中，键入

10.4.156.0/22并点击OK。

 

步骤5：确认选择了Permit（允许），且Address（地址）为10.4.156.0/22。

步骤6：在Description（描述）中，输入5505 teleworker subnet（5505远程工作人员

子网）并点击OK。

Cisco ASA 5505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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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list redistribute-list remark 5505 teleworker subnet
access-list redistribute-list standard permit 10.4.156.0 
255.255.252.0

 

hostname 5505site1
domain-name cisco.local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cisco123] privilege 15

enable password [cisco123]

http server enable
http 10.0.0.0 255.0.0.0 inside
ssh 10.0.0.0 255.0.0.0 inside
management-access inside

步骤7：在Standard ACL（标准ACL）面板，点击Apply（应用）。

 

ASDM采用以下配置：

每位远程工作人员的Cisco ASA 5505设备都必须进行配置，以连接到部署在总部的永

续互联网边缘设备。因为此配置很有可能会部署在多个设备上，所以为简化部署，我

们仅以命令行界面展示此配置。所有5505远程工作人员站点都使用网络扩展模式进行

配置远程工作人员Cisco ASA 5505终端

1 定义全局设备配置

2 配置外部VLAN和交换机端口

3 配置内部VLAN和交换机端口

4 配置Cisco ASA 5505 DHCP服务器 

5 配置Cisco ASA 5505 Easy VPN客户端

连接，这种模式允许远程工作人员站点终端随意与企业局域网相连。以网络扩展模式

进行连接，这对于IP电话和视频监控摄像机等易受NAT数据流量修改影响的终端来说

尤为重要。

每个站点必须使用一个独特的内部IP子网。否则，就会出现两个站点的所有配置都相同

的情况。为了避免地址分配冲突，思科建议您制作并维护一个电子表格，用于记录将分

发到Cisco ASA 5505远程办公设备的各用户的子网分配情况。

步骤1：配置Cisco ASA 5055主机名和域名。

步骤2：定义一个本地管理用户名。

步骤3：设置启用密码。

步骤4：定义管理配置。

User名称 子网 ASA 5505局域网地址 主机名 

Employee1 10.4.156.0/29 10.4.156.1 5505site1

流程

程序1 定义全局设备配置

Cisco ASA 55052012年上半年



20

aaa-server AAA-SERVERS protocol tacacs+
aaa-server AAA-SERVERS (inside) host 10.4.48.15
 key *****
aaa authentication http console AAA-SERVERS LOCAL
aaa authentication ssh console AAA-SERVERS LOCAL

 

interface Vlan2
 nameif outside
 security-level 0
 ip address dhcp setroute

interface Ethernet0/0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interface Vlan1
 nameif inside
 security-level 100
 ip address 10.4.156.1 255.255.255.248

interface Ethernet0/1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
…
interface Ethernet0/7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

 

dhcpd address [10.4.156.2-10.4.156.6] inside

dhcpd dns 10.4.48.10 interface inside
dhcpd domain cisco.local interface inside

dhcpd option 150 ip 10.4.48.20

dhcpd enable inside

步骤5：定义用于管理访问的身份验证服务器。

步骤1：配置VLAN接口，以通过DHCP接收来自远程工作人员互联网网关设备的IP地址。

步骤2：将Cisco ASA 5505的以太网0/0接口与VLAN 2相关联，并指导远程工作人员将

以太网0/0接口连接到互联网网关设备。

每个5505远程工作人员站点都需要一个独特的内部子网，您应在本流程介绍部分建议

的电子表格中找到它们。

步骤1：配置用于远程工作人员站点局域网的VLAN 1接口。

程序2 配置外部VLAN和交换机端口

程序3 配置内部VLAN和交换机端口

步骤2：将Cisco ASA 5505的以太网0/1到以太网0/7接口与VLAN 1相关联，并指导远

程工作人员将支持以太网供电（PoE）的设备连接到以太网0/6和0/7端口。

Cisco ASA 5505必须通过配置，为计算机、电话、打印机和视频监视设备等远程工作

人员终端提供IP地址。每个站点必须使用一个独特的子网，您应在本流程介绍部分提及

的电子表格中跟踪它们。

步骤1：定义DHCP域的地址范围。DHCP域必须与内部（VLAN 1）接口位于同一子网

之中。

步骤2：配置将分发给客户的DNS和域名值。

步骤3：定义DHCP选项150，为思科IP电话提供Cisco Unified Call Manager Server地址。

步骤4：启用DHCP域。

Cisco ASA 55052012年上半年

程序4 配置Cisco ASA 5505 DHCP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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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client server 172.16.130.122

vpnclient mode network-extension-mode 

vpnclient vpngroup Teleworker5505 password [cisco123]

vpnclient enable

Cisco ASA 55052012年上半年

Cisco ASA 5505使用Easy VPN网络扩展模式，与总部站点的Cisco ASA远程接入服务

器进行有关VPN连接的协商。

步骤1：为远程Cisco ASA 5505应用Easy VPN客户端配置：vpngroup和密码值必须与

您在总部设备上配置的IPsec远程接入连接配置文件相匹配。

步骤2：设置网络扩展模式：

步骤3：定义Easy VPN客户端连接属性。vpngroup和密码值必须与您在总部设备上配

置的IPsec远程接入连接配置文件相匹配。

步骤4：启用Cisco ASA 5505的Easy VPN客户端：

远程工作人员必须手动启动VPN；当用户通过web浏览器访问总部网络上的web内容

时，Cisco ASA 5505将截获该连接，并提供交互式登录提示。用户必须提供登录证

书，使用所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协商VPN连接。

如果必须撤销远程工作人员的VPN接入，身份验证服务器应拒绝远程工作人员的访问。

程序5 配置Cisco ASA 5505 Easy VPN客户端

如果用户的VPN连接未激活，则与Cisco ASA 5505相连的IP电话将无法拨打

和接听电话。

技术提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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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OfficeExtend

图1. Cisco OfficeExtend架构

 

为了使用户无需重新配置即可将其终端设备连接到企业的现场无线网络或家庭远程工作

无线网络，Cisco OfficeExtend远程工作解决方案在远程工作人员的家中提供了与在企

业内部支持数据和语音服务所用的相同无线服务集标识符（SSID）。

Cisco OfficeExtend提供了全面的802.11n无线性能，可避免住宅设备由于同时在

2.4GHz和5GHz无线频段运行所引起的拥塞。OfficeExtend解决方案采用与网络核心相

同的服务质量（QoS）和安全策略，因此没有需要管理的叠加网络。

业务概述

支持员工从居住环境访问联网业务服务给最终用户和IT部门提出了严峻挑战。对于在家

中办公的远程工作人员来说，关键是要能够可靠、一致地访问业务服务，获得类似于坐

在公司大厦的格子间或办公室的体验。然而，我们发现住宅和城市环境往往在常用的

2.4 GHz无线频段上存在许多潜在的拥塞源。潜在的干扰源包括无绳手持设备、个人家

用笔记本电脑、iPhone或iPod、婴儿监视器等等。此外，解决方案还必须支持众多具

备不同技能集的远程工作人员，因而能够轻松、简便地部署可接入公司环境的设备至关

重要。

IT部门在部署远程办公解决方案方面，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挑战，包括如何从中央站

点正确保护、维护和管理远程工作人员环境等。鉴于运营开支始终是一个重要考虑因

素，IT部门必须部署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在不影响质量或功能的情况下提供全面的

投资保护。

技术概述

Cisco OfficeExtend解决方案专门针对主要使用无线设备的远程工作人员而设计；该解

决方案包含以下组件：

● Cisco Aironet 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

● Cisco 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Cisco OfficeExtend解决方案配置、管理和故障排除工作在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WLC）

上集中完成。每个Cisco 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可支持多达500个OfficeExtend接

入点。

本部署指南采用了两个Cisco WLC。第一个是主用WLC，所有接入点将配置为在主用

WLC上进行注册。第二个WLC用于在主用WLC或互联网连接出现故障时提供永续支

持。在正常运行情况下，任何Cisco 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都不会在永续WLC上

注册。思科建议在DMZ中连接向互联网开放的设备。

远程工作人员

数据中心 互联网边缘

互联网

互联网
边缘路由器

DMZ交换机

OfficeExtend 
WLC

无线数据CAPWAP 远程局域网

AD

ACS

无线语音RADIUS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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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办公室进行初始设置时，远程员工可将接入点插入到与宽带调制解调器相连接或

集成的家用路由器中。Cisco Aironet 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可以提前进行配置或

由用户进行配置，将建立一个到位于公司总部的思科无线控制器的安全隧道。

OfficeExtend接入点使用构建在CAPWAP（一个行业标准）控制与配置功能上的中央

架构，在接入点与公司网络控制器之间提供安全的高性能数据报传输层安全（DTLS）

连接。 这一连接允许根据中央安全策略验证所有流量，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家庭防火

墙相关的管理开销。

部署详情

本部署指南采用了某些标准设计参数，并涉及到了多种不属于本解决方案范畴的网络基

础设施服务。这些参数如下表所列。

表3. 通用设计参数

网络服务 IP地址

域名 cisco.local

Active Directory、DNS服务器、DHCP服务器 10.4.48.10

身份验证控制系统（ACS） 10.4.48.15

网络时间协议（NTP）服务器 10.4.48.17

防火墙DMZ（隔离区）是严格限制流量进出网络其它部分的网络区域。企业将网络服

务放置在DMZ中，以便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除了某些特定情形，通常不允许这些服

务与内部网络建立连接。

各种DMZ网络经由VLAN中继连接到Cisco ASA的千兆以太网接口。分配给该设备上

VLAN接口的IP地址是该DMZ子网的默认网关。DMZ交换机的VLAN接口不具备分配给

DMZ VLAN的IP地址。

步骤1：在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中，点

击连接到DMZ交换机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1），然后点击Edit（编辑）。

配置互联网边缘

1 配置防火墙DMZ接口

2 配置NAT

3 配置安全策略

4 配置DMZ交换机

流程

程序1 配置防火墙DMZ接口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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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选择Enable Interface（启用接口），然后点击OK。

 

步骤3：在Interface（接口）窗格中，点击Add（添加）> Interface（接口）。

步骤4：在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列表中选择您在步骤1中配置的接口。（例如：

GigabitEthernet0/1）

步骤5：在VLAN 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如：1119）

步骤6：在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如：

1119）

步骤7：输入一个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dmz-wlc）

步骤8：在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框中，输入值50。

步骤9：输入接口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92.168.19.1）

步骤10：输入接口Subnet Mask（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如：255.255.255.0）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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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Z网络使用的专用网（RFC 1918）地址无法在互联网上路由，因此防火墙必须将

WLC的DMZ地址转换为外部公共地址。为实现永续性，主用和用于永续目的的WLC需

要转换到不同的ISP。下表中以示例方式列出了与DMZ地址相对应的公共IP地址。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Objects（对象）> Network 

Objects（网络对象）/Groups（组）。

首先，为WLC的公共地址添加一个网络对象。

步骤2：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3：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字）框中，

为主用WLC的公共IP地址输入一个描述。（例如：outside-wlc-1）

步骤4：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主用WLC的公共IP地址，然后点击OK。

（例如：172.16.130.20）

 

接下来，你可以为WLC的专用DMZ地址添加一个网络对象。

程序2 配置NAT

WLC DMZ地址 WLC公共地址（NAT转换之后外部可路由）

192.168.19.20 172.16.130.20（ISP-A）

192.168.19.21 172.17.130.20（ISP-B）

步骤5：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字）框中，

为主用WLC的专用DMZ IP地址输入一个描述。（例如：dmz-wlc-1）

步骤6：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主用WLC的专用DMZ IP地址。（例如：

192.168.19.20）

步骤7：点击双向下箭头。NAT窗格会展开。

步骤8：选择Add Automatic Address Translation Rules（添加自动地址转换规则）。

步骤9：在Translated Addr（转换的地址）列表中，选择在步骤2中创建的网络对象。

 

步骤10：点击Advanced（高级）。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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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在Destination Interface（目的地接口）列表中，选择主用互联网连接的接口

名称，然后点击OK。（例如：outside-16）

 

步骤12：针对永续无线局域网控制器重复步骤1-步骤11。

步骤13：要通过创建包含DMZ中每个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的专用DMZ地址的网络对象组，

来简化安全策略的配置，请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 Group（网络对象组）。

步骤14：在Add Network Object Group（添加网络对象组）对话框中，在Group Name

（组名称）框中为组输入一个名称。（例如：dmz-wlcs）

步骤15：从Existing Network Objects/Groups（现有网络对象/组）窗格选择主用

WLC，然后点击Add >>（添加>>）。

步骤16：从Existing Network Objects/Groups（现有网络对象/组）窗格选择永续

WLC，点击Add >>（添加>>），然后点击OK。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步骤2：点击规则，拒绝流量从DMZ流向其他网络。

程序3 配置安全策略

接下来，您将在选择用于支持DMZ中的WLC与数据中心的AAA服务器进行通信以实现

管理和用户身份验证的规则上，插入一个新规则。

步骤3：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4：在Internet Access Rule（互联网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

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5：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6：在Source（源）列表中，选择在程序2步骤14中创建的网络对象组。（例如：

dmz-wlcs）

步骤7：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为AAA服务器选择网络对象。（例如：aaa-

server）

步骤8：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tacacs, udp/1812, udp/1813，然后点击

OK。

 

接下来，您必须在DMZ中启用WLC，以便与数据中心中的NTP服务器进行时间同步。

步骤9：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10：在Internet Access Rule（互联网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

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11：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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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2：在Source（源）列表中，选择在程序2步骤14中创建的网络对象组。（例

如：dmz-wlcs）

步骤13：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为NTP服务器选择网络对象。（例如：ntp-

server）

步骤14：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udp/ntp，然后点击OK。

 

接下来，在DMZ中启用WLC，以便能够通过FTP下载新软件。

步骤15：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16：在Internet Access Rule（互联网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

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17：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18：在Source（源）列表中，选择在程序2步骤14中创建的网络对象组。（例

如：dmz-wlcs）

步骤19：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ftp, tcp/ftp-data，然后点击OK。

 

现在您可以启用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利用CAPWAP来与DMZ中的WLC进行

通信。

步骤20：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21：在Internet Access Rule（互联网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

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22：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23：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在程序2步骤14中创建的网络对象组。

（例如：dmz-wlcs）

步骤24：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udp/5246, udp/5247，然后点击OK。

 

步骤25：点击Apply（应用）。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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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119
spanning-tree vlan 1119 root primar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a Gig0/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b Gig0/1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4, GigabitEthernet2/0/24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1119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5
 description OEAP WLC-1 Management Por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5
 description OEAP WLC-2 Management Port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5, GigabitEthernet2/0/5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119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步骤1：将DMZ交换机设定为包含WLC的VLAN的生成树根。

步骤2：将连接到设备的接口配置为中继。

步骤3：配置连接到主用和永续WLC管理端口的接口。

程序4 配置DMZ交换机

本指南假设Cisco ACS已经完成配置。其中仅包括支持将无线功能集成到部署中所需的

程序。有关Cisco ACS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面向大型

企业的无边界网络网络设备身份验证与授权部署指南》。

步骤1：在Network Resources（网络资源）> Network Device Groups（网络设备组）

> Device Type（设备类型）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2：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组的名称。（例如：WLC）

步骤3：在Parent（父）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All Devices（所有设备类型：所有

设备），之后点击Submit（提交）。

配置Cisco ACS

1 创建无线设备类型组

2 创建TACACS+ Shell配置文件

3 修改设备管理访问策略

4 修改网络访问策略

5 创建网络设备

程序1 创建无线设备类型组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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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为WLC创建一个shell配置文件，它包含自定义的属性，当用户登录WLC时为其

分配全部管理权限。

步骤1：在Policy Elements（策略元素）> Authorization and Permissions（授权与许

可）> Device Administration（设备管理）> Shell Profiles（Shell配置文件）中，点击

Create（创建）。

步骤2：在Name（名称）框中，为无线shell配置文件输入一个名称。（例如：WLC 
Shell）

步骤3：在Custom Attributes（自定义属性）选项卡上，在Attribute（属性）框中输入

role1（角色1）。

步骤4：在Requirement（要求）列表中，选择Mandatory（强制）。

步骤5：在Value（值）框中，输入ALL（所有），点击Add（添加），然后Submit（提交）。

首先，您必须将WLC排除在现有授权规则之外。

程序2 创建TACACS+ Shell配置文件 程序3 修改设备管理访问策略

步骤1：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Default Device Admin（默认设备管理）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Network Admin（网络管理）规则。

步骤2：选择NDG:Device Type（NDG：设备类型）条件，并从过滤器列表中选择not 

in（不在）。

步骤3：在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All Devices:WLC（所有设备类型：所有设备：

WLC），然后点击OK。

 

接下来，创建一个WLC授权规则。

步骤4：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Default Device Admin（缺省设备管理）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Create（创建）。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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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规则的名称。（例如：WLC Admin）

步骤6：选择Identity Group（身份组）条件，并在框中选择Network Admins（网络管

理员）。

步骤7：选择NDG:Device Type（NDG：设备类型）条件，然后在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All Devices:WLC（所有设备类型：所有设备：WLC）。

步骤8：在Shell Profile（Shell配置文件）框中，选择WLC Shell，然后点击OK。

步骤9：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首先您必须禁止ACS接受EAP-TLS协议。

步骤1：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中，点击Default Network Access（缺省网络

访问）。

步骤2：在Allowed Protocols（允许的协议）选项卡上，取消选择Allow EAP-TLS（允

许EAP-TLS），然后点击Submit（提交）。

 

接下来，创建一个授权规则，允许WLC使用RADIUS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3：转至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Default Network Access（缺省网络访问）

>Identity（身份）。

程序4 修改网络访问策略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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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步骤4：在 Identity Source（身份来源）框中选择AD, Local DB，然后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步骤5：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Access Services（访问服务）> Device Network 

Access（设备网络访问）>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Customize（自定义）。

步骤6：将NDG:Device Type（NDG：设备类型）移至Selected（已选）窗格，然后点

击OK。

 

步骤7：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Default Network Access（缺省网络访问）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8：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规则的名称。（例如：WLC Access）

步骤9：选择ND G :D evic e Typ e（ND G：设备类型）条件，然后在框中选择All 

DeviceTypes:All Devices:WLC（所有设备类型：所有设备：WLC）。

步骤10：在Authorization Profiles（授权配置文件）框中，选择Permit Access（允许访

问），然后点击OK。

 

步骤11：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对于企业中的每个WLC，都请在ACS中创建一个网络设备项。

步骤1：在Network Resources（网络资源）> Network Devices and AAA Clients（网

络设备和AAA客户端）中，点击Create（创建）。

程序5 创建网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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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244,248,252
spanning-tree vlan 244,248,252 root primary

interface Vlan244
 description OEAP Wireless Data Network
 ip address 10.4.144.1 255.255.252.0
 no shutdown
!
interface Vlan248
 description OEAP Wireless Voice Network
 ip address 10.4.148.1 255.255.252.0
 no shutdown
!
interface Vlan252
 description OEAP Remote LAN Data Network
 ip address 10.4.152.1 255.255.252.0
 no shutdown

步骤2：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设备主机名称。（例如：WLC-OEAP-1）

步骤3：在Device Type（设备类型）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All Devices:WLC（所

有设备类型：所有设备：WLC）。

步骤4：在IP框中，输入WLC管理接口IP地址。（例如：192.168.19.20）

步骤5：选择TACACS+。

步骤6：输入TACACS+共享密钥。（例如：SecretKey）

步骤7：选择RADIUS。

步骤8：输入RADIUS共享密钥，然后点击Submit（提交）。（例如SecretKey）
以下配置示例中所用的VLAN为：

● Wireless data（无线数据）中—VLAN 244, IP: 10.4.144.0/22
● Wireless voice（无线语音）—VLAN 248, IP 10.4.148.0/22
● Remote LAN（远程局域网）—VLAN 252, IP 10.4.152.0/24

步骤1：对于第二层配置，将分布层交换机设置为连接至分布层交换机的无线VLAN的

生成树根。

步骤2：对于第三层配置，为每个VLAN配置一个VLAN接口（SVI），以便VLAN中的设

备能够与网络其余部分通信。

程序1 配置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

流程

配置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

1 配置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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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range [interface type] [number], [interface type] 
[number]
 description To WLC-OEAP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999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244,248,252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no shutdown

	 	 	

 

Welcome to the Cisco Wizard Configuration Tool 
Use the ‘-‘ character to backup 
Would you like to terminate autoinstall? [yes]: YES

System Name [Cisco_7e:8e:43] (31 characters max): WLC-OEAP-1

Enter Administrative User Name (24 characters max): admin
Enter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24 characters max): ***** 
Re-enter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 ***** 

Service Interface IP address Configuration [none] [DHCP]: DHCP

Enable Link Aggregation (LAG) [yes][NO]: NO

Management Interface IP Address: 192.168.19.20
Management Interface Netmask: 255.255.255.0
Management interface Default Router: 192.168.19.1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 Identifier (0 = untagged): 0
Management Interface Port Num [1 to 8]: 1

步骤3：对于接口配置，使用802.1Q中继来连接WLC。这使分布层交换机能够向WLC上

定义的所有网络提供第三层服务。该中继上所支持的VLAN被剪除为仅限在WLC上激活

的VLAN。

Catalyst 4500不需要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配置WLC

1 配置WLC平台

2 针对NAT配置WLC

3 配置时区

4 配置SNMP

5 配置无线用户身份验证

6 配置管理身份验证

流程

在安装了WLC设备并启动之后，您将在控制台上看到以下信息：

步骤1：输入系统名称。（例如：WLC-OEAP-1）

步骤2：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3：为服务端口地址使用DHCP。

步骤4：禁用链路汇聚，以便客户端可以直接连接到局域网分布交换机，并且不必穿越

防火墙。

步骤5：输入管理接口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

程序1 配置WLC平台

技术提示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在密码中应至少使用以下四种形式中的三种：小写字母、大写字母、数字

或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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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Interface DHCP Server IP Address: 10.4.48.10 

Virtual Gateway IP Address: 192.0.2.1

Mobility/RF Group Name: OEAP-1

Network Name (SSID): WLAN-Data
Configure DHCP Bridging Mode [yes][NO]: NO

Allow Static IP Addresses {YES][no]: YES 

Configure a RADIUS Server now? [YES][no]: NO

Enter Country Code list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countries) 
[US]: US

Enable 802.11b network [YES][no]: YES
Enable 802.11a network [YES][no]: YES
Enable 802.11g network [YES][no]: YES

Enable Auto-RF [YES][no]: YES

Configure a NTP server now? [YES][no]:YES
Enter the NTP server’s IP address: 10.4.48.17
Enter a polling interval between 3600 and 604800 secs: 86400

Configuration correct? If yes, system will save it and reset. 
[yes][NO]: YES
Configuration saved!
Resetting system with new configuration

 

步骤6：为客户端输入默认DHCP服务器。（例如：10.4.48.10）

步骤7：W LC使用虚拟接口支持移动性D H C P中继和控制器间通信。（例如：

192.0.2.1）

步骤8：输入一个将用作默认移动和RF组的名称。（例如：OEAP-1）

步骤9：为支持数据流量的WLAN SSID输入一个SSID。您将能够在以后的部署流程中

用到它。

步骤10：要提高发生WLC故障时的永续性，请禁用DHCP监听。

步骤11：RADIUS服务器随后将使用图形用户界面（GUI）进行配置。

步骤12：根据您部署WLC所在的国家，输入正确的国家代码。

步骤13：启用所有无线网络。

步骤14：为了帮助您保持网络的正常运行，请启用无线电资源管理（RRM）自动RF特性。

步骤15：向企业的NTP服务器同步WLC时钟 

步骤16：保存配置。如果您的答复设定是no，系统将在不保存配置的情况下重启，而

此程序也必须重新完成。

步骤17：重置了WLC之后，请使用在步骤2中定义的证书登录至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管理页面。（例如：https://wlc-oeap-1.cisco.local/）

互联网边缘防火墙将DMZ中WLC管理接口的IP地址转换为公共可到达的IP地址，以便

远程办公地点的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能够访问WLC。但是，为了使600系列

OfficeExtend接入点能够与WLC进行通信，该公共可到达的地址也必须在WLC管理接

口上进行配置。

步骤1：在Controller（控制器）> Interfaces（接口）中，点击management（管理）

接口。

步骤2：选择Enable NAT Address（启用NAT地址）。

步骤3：在NAT IP Address（NAT IP地址）框中输入公共可到达的IP地址。（例如：

172.16.130.20）

程序2 针对NAT配置WLC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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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点击Apply（应用）。

 

步骤1：转至Commands（命令）> Set Time（设置时间）。

步骤2：在Location（位置）列表中，选择WLC的位置所对应的时区。

步骤3：点击Set Timezone（设置时区）。

程序3 配置时区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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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在Management（管理）> SNMP > Communities（社区）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2：输入Community Name（社区名称）。（例如：cisco）

步骤3：输入IP Address（IP地址）。（例如：0.0.0.0）

步骤4：输入IP Mask（IP掩码）。（例如：0.0.0.0）

步骤5：在Status（状态）列表中，选择Enable（启用）。

步骤6：点击Apply（应用）。

 

步骤7：在Management（管理）> SNMP > Communities（社区）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8：输入Community Name（社区名称）。（例如：cisco123）

步骤9：输入IP Address（IP地址）。（例如：0.0.0.0）

步骤10：输入IP Mask（IP掩码）。（例如：0.0.0.0）

步骤11：在Access Mode（访问模式）列表中，选择Read/Write（读/写）。

程序4 配置SNMP
步骤12：在Status（状态）列表中，选择Enable（启用）。

步骤13：点击Apply（应用）。

 

步骤14：导航至Management（管理）> SNMP > Communities（社区）。

步骤15：指向public（公共）社区的蓝色框，然后点击Remove（删除）。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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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6：在询问您是否要删除的消息框中，点击OK。

步骤17：针对private（私有）社区，重复步骤15和步骤16。

步骤1：在Security（安全）> AAA > Radius > Authentication（身份验证）中，点击

New（新建）。

步骤2：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4.48.15）

步骤3：输入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并确认。（例如：SecretKey）

步骤4：取消选中Management（管理）框。

步骤5：点击Apply（应用）。

程序5 配置无线用户身份验证

步骤6：在Security（安全）> AAA > Radius > Accounting，点击New（新建）。

步骤7：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4.48.15）

步骤8：输入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并确认。（例如：SecretKey）

步骤9：点击Apply（应用）。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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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在Security（安全）> AAA > TACACS+ > Authentication（身份验证）中，点

击New（新建）。

步骤2：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4.48.15）

步骤3：输入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并确认（例如：SecretKey），然后点击

Apply（应用）。

 

步骤4：在Security（安全）> AAA > TACACS+ > Accounting（记账）中，点击New

（新建）。

步骤5：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4.48.15）

程序6 配置管理身份验证
步骤6：输入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并确认（例如：SecretKey），然后点击

Apply（应用）。

 

步骤7：在Security（安全）> AAA > TACACS+ >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New
（新建）。

步骤8：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4.48.15）

步骤9：输入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并确认（例如：SecretKey），然后点击

Apply（应用）。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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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转至Security（安全）> Priority Order（优先顺序）> Management User（管

理用户）

步骤11：使用箭头按钮，将TACACS+从Not Used（不使用）列表移至Used for 

Authentication（用于身份验证）列表。

步骤12：使用Up（上）和Down（下）按钮，将TACACS+移至Order Used for 

Authentication（身份验证所使用的顺序）列表中的第一位。

步骤13：将RADIUS移至Not Used（不使用）列表，然后点击Apply（应用）。

 

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最多可支持两个无线局域网和一个远程局域网。配置SSID

将语音和数据流量分开。这是为了确保相关IP流量无论在何种介质中传输时都能得到正

确的处理。这在任何出色的网络设计中都是十分重要的。

步骤1：要添加一个允许无线数据网络上的设备与组织中其他设备进行通信的接口，请

在Controller（控制器）>Interfaces（接口）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2：输入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Wireless-Data）

流程

程序1 创建无线局域网数据接口

配置语音和数据连接

1 创建无线局域网数据接口 

2 创建无线局域网语音接口 

3 创建远程局域网接口

4 配置数据无线局域网

5 配置语音无线局域网

6 配置远程局域网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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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输入VLAN identifier（VLAN标识符），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244）

 

步骤4：在Port Number（端口号）框中，输入与局域网分布交换机相连接的WLC接

口。（例如：2）

步骤5：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分配给WLC接口的IP地址。（例如：

10.4.144.5）

步骤6：输入Netmask（子网掩码）。（例如：255.255.252.0）

步骤7：在Gateway（网关）框中，输入在程序1步骤2中定义的VLAN接口的IP地址。

（例如：10.4.144.1）

步骤8：在Primary DHCP Server（主用DHCP服务器）中，输入企业DHCP服务器的IP

地址，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10.4.48.10）

 

您必须添加一个允许无线语音网络上的设备与企业中其他设备进行通信的接口。

步骤1：在Controller（控制器）>Interfaces（接口）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2：输入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Wireless-Voice）

程序2 创建无线局域网语音接口

Cisco OfficeExtend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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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输入VLAN identifier（VLAN标识符），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248）

 

步骤4：在Port Number（端口号）框中，输入与局域网分布交换机相连接的WLC接

口。（例如：2）

步骤5：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分配给WLC接口的IP地址。（例如：

10.4.148.5）

步骤6：输入Netmask（子网掩码）。（例如：255.255.252.0）

步骤7：在Gateway（网关）框中，输入在程序1步骤2中定义的VLAN接口的IP地址。

（例如：10.4.148.1）

步骤8：在Primary DHCP Server（主用DHCP服务器）框中，输入企业DHCP服务器的

IP地址，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10.4.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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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您要添加一个允许远程局域网上的设备与组织中其他设备进行通信的接口。

步骤1：在Controller（控制器）>Interfaces（接口）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2：输入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Remote-LAN）

步骤3：输入VLAN identifier（VLAN标识符），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

252）

 

步骤4：在Port Number（端口号）框中，输入与局域网分布交换机相连接的WLC接

口。（例如：2）

步骤5：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分配给WLC接口的IP地址。（例如：

10.4.152.5）

步骤6：输入Netmask（子网掩码）。（例如：255.255.252.0）

步骤7：在Gateway（网关）框中，输入在程序1步骤2中定义的VLAN接口的IP地址。

（例如：10.4.152.1）

程序3 创建远程局域网接口
步骤8：在Primary DHCP Server（主用DHCP服务器）框中，输入企业DHCP服务器的

IP地址，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10.4.48.10）

 

无线数据流量不同于语音流量之处在于，它能更高效地处理延迟、抖动和较高的丢包

率。对于数据无线局域网，请保留缺省的QoS设置，并将数据流量划分到数据有线

VLAN中。

步骤1：转至WLANs。

程序4 配置数据无线局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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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点击在平台设置环节创建的SSID的WLAN ID。

 

步骤3：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上，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在程序1中创

建的接口。（例如：Wireless-Data）

步骤4：在Advanced（高级）选项卡上，取消选择Coverage Hole Detection（覆盖盲

区检测）。

步骤5：取消选择Aironet IE.，然后点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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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语音流量不同于数据流量之处在于，它不能有效地处理延迟、抖动和丢包。为

配置语音无线局域网，将默认QoS设置改为Platinum，并将语音流量划分到语音有线

VLAN中。

步骤1：转至WLANs。

步骤2：从下拉列表中选择Create New（新建），点击Go（开始）。

 

步骤3：输入Profile Name（配置文件名称）。（例如：Voice）

步骤4：在SSID框中输入语音WLAN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WLAN-

Voice）

程序5 配置语音无线局域网
步骤5：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上，Status（状态）选择Enabled（启用）。

步骤6：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在程序2中创建的接口。（例如：Wireless-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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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在QoS选项卡中，在Quality of Service（QoS）（服务质量（QoS））列表中

选择Platinum（白金）。

 

步骤8：在Advanced（高级）选项卡上，取消选择Coverage Hole Detection（覆盖盲

区检测）。

步骤9：取消选择Aironet IE.，然后点击Apply（应用）。

 

远程局域网类似于无线局域网（WLAN），区别在于它被映射到600系列OfficeExtend

接入点背部的一个以太网端口。

步骤1：转至WLANs。

程序6 配置远程局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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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从下拉列表中选择Create New（新建），点击Go（开始）。

 

步骤3：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Remote LAN（远程局域网）。

步骤4：输入Profile Name（配置文件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LAN）

 

步骤5：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上，Status（状态）选择Enabled（启用）。

步骤6：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在程序3中创建的接口。（例如：Remote-

LAN）

 

步骤7：点击Security（安全性）选项卡。

步骤8：在Layer 2（第2层）选项卡上，取消勾选MAC Filtering（MAC过滤），然后点

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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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设计采用了两个W LC。第一个是主用W LC，在此流程中，所有6 0 0系列

OfficeExtend接入点将配置为在主用WLC上进行注册。

第二个WLC用于在主用WLC或互联网连接出现故障时提供永续支持。在正常运行情况

下，任何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都不会在永续WLC上注册。

对于第二个WLC，重复“配置WLC”和“配置语音和数据连接”流程。

步骤1：在主用WLC上，转至Wireless（无线），并选择所需的600系列OfficeExtend

接入点。

步骤2：点击High Availability（高可用性）选项卡。

步骤3：在Primary Controller（主用控制器）框中，输入主用WLC的名称和管理IP地

址。（例如：WLC-OEAP-1 / 172.16.130.20）

流程

程序1 配置永续WLC

程序2 配置接入点以提供永续性

配置WLC永续性

1 配置永续WLC

2 配置接入点以提供永续性

步骤4：在Secondary Controller（备用控制器）选项框中，输入永续WLC的名称和管

理IP地址，然后点击 Apply（应用）。（例如：WLC-OEAP-2 / 172.17.1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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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将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背部的广域网端口连接到您的家用路由器/网

关。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将从家用路由器/网关获取一个IP地址。

步骤2：当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开始运行后，将计算机连接到以太网端口1、2

或3。该计算机将从10.0.0.0/24默认DHCP地址池获取一个IP地址。

流程

程序1 配置OfficeExtend接入点

配置600系列Office Extend接入点

1  配置OfficeExtend接入点

技术提示

600系列Office Extend接入点并非设计用于替代家用路由器的功能，并且

它不应直接连接到电信运营商网关。

步骤3：使用缺省IP地址转至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https://10.0.0.1/）

步骤4：使用默认证书：admin/admin，登录到Administration（管理）页 

步骤5：在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Welcome（欢迎）页面，点击Enter（确认）。

Summary（总结）页面出现。

 

步骤6：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WAN（广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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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在Primary Controller IP Address（主用控制器IP地址）字段中输入主用WLC的

外部IP地址，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172.16.130.20）

 

步骤8：屏幕切换到验证界面。待该界面出现后，点击Continue（继续）。

步骤9：600系列OfficeExtend接入点连接到控制器并下载最新的软件映像。留出5分钟

以便设备进行下载并采用新代码和配置重启。

建立到WLC的连接后，接入点顶部的状态LED指示灯将会闪烁。状态LED指

示灯持续闪烁，直到下载完成。下载完成后，接入点重启。连接到控制器

后，状态LED指示灯会持续显示蓝色或紫色。

技术提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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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Virtual Office

Business Overview
Providing employees access to networked business services from a resi-
dential environment poses challenges for both the end user and IT opera-
tions. For the home-based teleworker, it is critical that access to business 
services be reliable and consistent, providing an experience that is as 
similar as sitting in a cubicle or office in the organization’s facility. Employees 
who work from their home regularly can require a wide array of devices 
that need to connect to the network. Employees who work from their home 
regularly might also require support of advanced collaboration technologies 
like video and call centers.

IT operations have a different set of challenges when it comes to implement-
ing a teleworking solution, including properly securing, maintaining, and 
managing the teleworker environment from a centralized location. Because 
operational expenses are a constant consideration, IT must implement a 
cost-effective solution that provides investment protection without sacrific-
ing quality or functionality. 

Technology Overview
The Cisco Virtual Office Solution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teleworker 
that needs the highest level of resiliency,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support. 
The Cisco Virtual Office Solution supports both wired and wireless users at 
the CVO remote site (home) and allows for 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devices without having to traverse the Internet.

Figure 2 - Cisco Virtual Office architecture

Components on the CVO Solution include:

•	 Dynamic Multipoint VPN (DMVPN) aggregation router serving as the 
VPN termination point

•	 Certificate authority (CA) server to issue certificates for both remote and 
aggregation routers

•	 Secure device provisioning (SDP) server for provisioning the remote 
routers

•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ing (AAA) server for device 
and user authentication: typically a Cisco Secure Access Control Server 
(ACS)

•	 ArcanaNetworks MEVO on a Microsoft Windows 2003 or 2008 server for 
Cisco Virtual Office management and provisioning

•	 On the remote-end side, a Cisco 800 Series Router is needed, with an 
optional IP phone depending on the needs of the customer.

This deployment guide uses two DMVPN aggregation routers for resiliency. 
The primary VPN aggregation router also hosts the SDP server and the CA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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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支持员工从居住环境访问联网业务服务给最终用户和IT部门提出了严峻挑战。对于在家

中办公的远程工作人员来说，关键是要能够可靠、一致地访问业务服务，获得类似于坐

在公司大厦的格子间或办公室的体验。经常在家办公的员工可能需要使用多种设备来连

接网络。同时他们还可能要求高级协作技术支持，例如视频和呼叫中心等。

IT部门在部署远程办公解决方案方面，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挑战，包括如何从中央站

点正确保护、维护和管理远程工作人员环境等。鉴于运营开支始终是一个重要考虑因

素，IT部门必须部署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在不影响质量或功能的情况下提供全面的

投资保护。

技术概述

思科虚拟办公室解决方案专门为远程工作人员而设计，可满足其对最高永续性和高级技

术支持的需求。思科虚拟办公室解决方案可支持CVO远程站点（家中）的有线和无线

用户，允许设备间直接通信，而无需接入互联网。

思科虚拟办公室
图2. 思科虚拟办公室架构

远程工作人员

数据中心 互联网边缘

互联网

互联网
边缘路由器

DMZ交换机

CVO汇聚

无线数据CAPWAP SDP

AD
MEVO

ACS

局域网数据/语音RADIUS

CVO解决方案上的组件包括：

● 动态多点VPN（DMVPN）汇聚路由器作为VPN端接点

● 证书颁发机构（CA）服务器为远程和汇聚路由器颁发证书

● 安全设备配置（SDP）服务器，用于配置远程路由器

● 认证、授权和记账（AAA）服务器用于对设备和用户进行身份验证：通常为思科安全

访问控制服务器（ACS）
● Microsoft Windows 2003或2008 服务器上的ArcanaNetworks MEVO，支持思科虚拟

办公室管理和配置

● 在远程端，需要一个Cisco 800系列路由器，根据客户需要，还需要一部可选的IP

电话。

本部署指南采用了两个DMVPN汇聚路由器，以提供永续性。主用VPN汇聚路由器还托

管着SDP服务器和CA服务器。

思科虚拟办公室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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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VPN Overview

Dynamic Multipoint VPN (DMVPN) is a solution for building scalable site-to-
site VPNs that support a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DMVPN is widely used for 
encrypted site-to-site connectivity over public or private IP networks.

DMVPN was selected for the encryption solution for the CVO solution 
because it supports on-demand full mesh connectivity with a simple 
hub-and-spoke configuration and a zero-touch hub deployment model for 
adding remote sites. DMVPN also supports spoke routers that have dynami-
cally assigned IP addresses.

DMVPN makes use of multipoint Generic Route Encapsulation tunnels 
(mGRE) to interconnect the hub to all of the spoke routers. These mGRE 
tunnels are also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DMVPN clouds in this context. 
This technology combination supports unicast, multicast, and broadcast IP, 
including the ability to run routing protocols within the tunnels.

PKI Overview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KI)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a scalable, secure 
mechanism for distributing, managing, and revoking encryption and identity 
information in a secured data network. Each device participating in the 
secure communication is enrolled, a process by which the entity generates 
a Rivest, Shamir, and Adelman (RSA) key pair (one private key and one public 
key), and a trusted entity (also known as a CA) validates its identity.

After each entity enrolls in a PKI it is granted a digital certificate that has 
been issued by the CA. When peers must negotiate a secured communica-
tion session, they exchange their digital certificates. Us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e certificate, a peer can validate the identity of another peer and establish 
an encrypted session with the public keys contained in the certificate.

Benefits	of	PKI	Integration

•	 PKI integration reduces the need for complex management of preshared 
keys for Cisco Virtual Office routers.

•	 Security of the Cisco Virtual Office router can be increased by the use 
of RSA keys that are nonexportable and CRL checking to prevent ses-
sions from unauthorized devices.

•	 PKI integration with AAA protects Cisco Virtual Office hubs with even 
more security.

ACS Overview

The Cisco Secure ACS is required for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he Cisco 
Virtual Office solution, namely network device management, end user 
authentication through the IOS Authentication Proxy (AuthProxy), end user 
wireless authentication, and PKI-AAA authentication of CVO routers. 

MEVO Overview

ArcanaNetworks MEVO, a Microsoft Windows-based management platform, 
provides the management component of the Cisco Virtual Office solution. 

CVO Remote

On the remote-end side, a Cisco 800 Series Router, Cisco 1900 Series ISR, 
or Cisco 2900 Series ISR (the platform is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hosts that need to connect) is needed, with an optional IP phone depending 
on the needs of the customer.

Deployment Details
This deployment guide uses certain standard design parameters and refer-
ences various network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that are not located within the 
CVO Solution. These parameters are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able 4 -  Universal design parameters

Network Service IP Address

Domain name cisco.local

Active Directory, DNS Server, DHCP Server 10.4.48.10

Authentication Control System (ACS) 10.4.48.15

Network Time Protocol (NTP) Server 10.4.48.17

DMVPN概述

动态多点VPN（DMVPN）为构建可扩展的站点间VPN提供了一种出色的解决方案，能

够支持多种应用。DMVPN广泛用于公共或专用IP网络上的加密站点间连接。

DMVPN支持按需全网状连接，并支持使用简单的星型配置和免接触中枢部署模式来添

加远程站点，使之成为了理想的 CVO加密解决方案。此外，DMVPN还可支持拥有动态

分配的IP地址的分支路由器。

DMVPN使用多点通用路由封装隧道（mGRE）来互连中枢路由器和所有分支路由器。

在这种情形下这些mGRE隧道有时也被称作DMVPN云。这一技术组合支持单播、组播

和广播IP，并支持在隧道中运行路由协议。

PKI概述

公共密钥基础设施（PKI）为客户提供了一种可扩展的安全机制，用于在安全的数据网

络中分发、管理和撤销加密和身份信息。参与安全通信的每台设备均要进行登记，通过

这一过程实体会生成一个RSA（Rivest、Shamir和Adelman）密钥对（一个私钥和一个

公钥），并由可信的实体（也称为CA）对其身份进行验证。

每个实体在PKI中登记后，将被授予一个由CA颁发的数字证书。当双方必须协商一个安

全的通信会话时，他们会交换其数字证书。利用证书中的信息，一方可以验证另一方的

身份并使用证书中包含的公钥建立一个加密会话。

PKI集成的优势

● PKI集成减少了思科虚拟办公室路由器预共享密钥的复杂管理需求。

● 使用RSA密钥可增强思科虚拟办公室路由器的安全性，RSA密钥具有不可导出特性，

并支持CRL检查，可防止来自未经授权设备的会话。

● PKI集成AAA，可为思科虚拟办公室中枢提供更强大的安全保护。

ACS概述

思科虚拟办公室解决方案的不同组件均需要使用Cisco Secure ACS，包括网络设备管

理、通过IOS身份验证代理（AuthProxy）进行最终用户身份验证、最终用户无线身份

验证、以及CVO路由器PKI-AAA身份验证等。

MEVO概述

ArcanaNetworks MEVO作为一个基于Microsoft Windows的管理平台，为思科虚拟办公

室解决方案提供了管理组件。

CVO Remote

在远程端，需要一台思科800系列路由器、思科1900系列ISR或思科2900系列ISR（该

平台由需要连接的主机数量确定），以及一个可选的IP电话，具体取决于客户的需要。

部署详情

本部署指南采用了特定的标准设计参数，并参考了多种不属于本解决方案范畴的网络基

础设施服务。这些参数如下表所列。

表4. 通用设计参数

网络服务 IP 地址 

域名 cisco.local

Active Directory、DNS服务器、DHCP服务器 10.4.48.10

身份验证控制系统（ACS） 10.4.48.15

网络时间协议（NTP）服务器 10.4.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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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name CVOAGG-3945E-1

ip domain-name cisco.local
ip ssh version 2
no ip http server
ip http secure-server
line vty 0 15
  transport input ssh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CVO汇聚包括端接DMVPN流量的两个路由器。每个汇聚路由器都被配置为唯一的

DMVPN云，并通过NAT与连接到唯一的ISP。

双DMVPN云的部署专门针对以活动/备用方式工作进行了调整。这一配置类型提供了对

称路由，流量沿着同一路径进行双向传输。对称路由可简化故障排除工作，因为双向流

量始终沿着相同的链路进行传输。

该设计假定其中一个DMVPN WAN传输方式被指定为主要的传输方式，并且在大多数情

况下是首选路径。

图5. 路由器IP编址示例

流程 程序1 完成广域网路由器通用配置

配置DMVPN汇聚路由器

1 完成广域网路由器通用配置 

2 连接至分布层交换机

3 配置VRF Lite

4 连接至互联网DMZ

5 CA和SDP服务器配置

6 配置ISAKMP和IPSec

7 配置mGRE隧道

8 配置EIGRP

9 配置IP组播路由

10  配置QoS

设备 回环IP地址 端口通道IP地址 DMZ IP地址

CVOAGG-3945E-1 10.4.32.246/32 10.4.32.6/30 192.168.18.20/24

CVOAGG-3945E-2 10.4.32.247/32 10.4.32.14/30 192.168.18.21/24

步骤1：配置设备主机名称，以便轻松识别设备。

步骤2：配置设备管理协议。

安全HTTP（HTTPS）和安全外壳（SSH）是HTTP和Telnet协议的安全替代品。它们使

用安全套接字层（SSL）和传输层安全（TLS）提供了设备身份验证和数据加密功能。

通过使用SSH和HTTPS协议，能对局域网设备进行安全的管理。这两个协议均进行了

加密，可提供信息保密性，而不安全协议Telnet和HTTP则被关闭。

启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后，能够通过网络管理系统（NMS）对网络基础设

施设备进行管理。SNMPv2c针对只读和读写团体字符串（community string）进行了

配置。

步骤3：配置安全用户身份验证。

启用身份验证、授权与记账（AAA）来支持访问控制。所有针对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的

管理访问（SSH和HTTPS）均受到AAA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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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secret c1sco123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c1sco123
aaa new-model
!
tacacs server TACACS-SERVER-1
 address ipv4 10.4.48.15
 key SecretKey
!
aaa group server tacacs+ TACACS-SERVERS
 server name TACACS-SERVER-1
!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exec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console
ip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ntp server 10.4.48.17
ntp update-calendar
!
clock timezone PST -8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line con 0
 logging synchronous

TACACS+是在基础设施设备上向A A A服务器验证管理登录所采用的主要协议。此

外，系统还在每个网络基础设施设备上定义了一个本地AAA用户数据库，用于在中央

TACACS+服务器不可用时，提供备用身份验证源。

读者提示

本架构中使用的AAA服务器是思科身份验证控制系统。如需了解有关ACS配置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网

络设备身份验证与授权部署指南》。

步骤4：配置同步时钟。

网络时间协议（NTP）用于同步网络设备。NTP网络通常从权威时间源，如与时间服务

器相连的无线电时钟或原子钟那里获取时间信息。然后NTP在企业网络中分发此信息。

您应将网络设备设定为与网络中的本地NTP服务器保持同步。本地NTP服务器通常会参

考来自外部来源的更准确的时钟信息。通过对控制台消息、日志和调试报告进行配置，

在输出时添加时间戳，您可以实现对网络中事件的交叉参考。

当启用同步记录未请求信息和调试报告时，在显示或打印交互式CLI输出结果后，控制

台日志信息将在控制台上显示。借助这一命令，您可以在启用调试流程时，继续在设备

控制台上输入信息。

步骤5：配置带内管理接口

回环接口是一个逻辑接口，只要设备通电且IP接口能接入网络，它就始终可连接。基于

此功能，回环地址是带内管理交换机的最佳方法。第三层进程和功能也捆绑于此回环接

口，以确保进程永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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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10.4.32.246 255.255.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 0
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 0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ip tacacs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ntp source Loopback0

 

interface Port-channel 30
 ip address 10.4.32.6 255.255.255.252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 0/0, GigabitEthernet 0/1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30
 no shutdown

 

回环地址通常是一个带32位地址掩码的主机地址。从分布层交换机向网络其余部分汇

总的IP地址块中分配回环地址。

ip pim sparse-mode命令将在该流程中做进一步介绍。

将SNMP和SSH进程绑定到回环接口地址，以实现最高永续性：

DMVPN中枢路由器连接至分布层和DMZ中的永续性交换设备。DMVPN路由器使用由

两个端口捆绑组成的EtherChannel连接。这种设计可带来出色的永续性与更高的转发

性能。更高的转发性能可通过增加EtherChannel中的物理链路数量实现。

第三层端口通道接口连接到广域网分布层交换机。以下配置用于在路由器和交换机之间

创建一个EtherChannel链路，并设定两个通道组成员。

程序2 连接至分布层交换机

图3. 连接至分布层交换机

 

步骤1：配置端口通道接口并分配IP地址

步骤2：启用端口通道组成员并指定相应的通道组。

虚拟路由和转发（VRF）是一种在计算机网络中使用的技术，能够支持路由表的多个实

例同时在同一台路由器上共存。由于路由实例彼此独立，因此可以使用相同或重叠的

IP地址，而不会相互冲突。在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环境中，VRF还通常被定义为

VPN路由和转发。

技术提示

作为一种最佳实践，请尽可能在链路两端使用相同的通道编号。

 端口通道30

物理

WAN分布交换机

（堆叠）

逻辑

WAN分布交换机

（堆叠） 

CVO汇聚路由器 CVO汇聚路由器

程序3 配置VRF 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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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vrf INET-PUBLIC
 rd 65520:1

 

-

VRF可能通过为每一个VRF建立不同的路由表部署在网络设备中，这些路由表也被称作

转发信息库（FIB）。或者，网络设备可能会配置不同的虚拟路由器，其中每一个都有

各自的FIB，相同设备上的任意其他虚拟路由器无法对其进行访问。

最简单的VRF部署形式为VRF Lite。在这一部署中，网络中的每一台路由器在对等的基

础上参与虚拟路由环境。VRF Lite配置仅适用于本地环境。

创建面向互联网的VRF，以支持面向DMVPN的Front Door VRF。VRF名称可随意设定，

但最好选择一个能够描述VRF的名称。要使VRF发挥作用，还必须配置相关的路由标识

（RD）。RD配置也会创建路由和转发表，并将RD与VRF实例关联起来。

此部署使用了VRF Lite，从而可以任意选择RD值。当以类似的方式使用VRF时，最佳实

践是在多个设备间使用相同的VRF/RD组合。然而，这一惯例并不要求严格遵循。

读者提示

命令参考：

RD或者与ASN相关（由一个ASN和一个任意数字组成），或者与IP地址相关

（由一个IP地址和一个任意数字组成）。

您可以采用以下格式输入RD：

16位自治系统号码:您的32位数字

例如，65520:1。

32位IP地址：您的16位数字

例如，192.168.122.15:1。

DMVPN汇聚路由器需要一个到互联网的连接。在本部署中，DMVPN汇聚路由器使用

一个专为所有DMVPN端接路由器创建和配置的DMZ接口，通过Cisco ASA5500自适应

安全设备进行连接。

图4. 连接至互联网DMZ

 

步骤1：启用接口、选择VRF和分配IP地址

DMVPN汇聚路由器上面向互联网的接口使用的IP地址必须是互联网可路由的地址。这

一任务可通过两种方法完成：

● 直接为路由器分配一个可路由的IP地址

● 直接为路由器分配一个不可路由的RFC-1918地址，使用Cisco ASA5500上的静态

NAT将路由器IP地址转换为可路由的IP地址。

这一设计假定在Cisco ASA5500上为DMVPN汇聚路由器配置了静态NAT。

程序4 连接至互联网DMZ

物理 逻辑

CVO汇聚路由器

互联网边缘防火墙

  互联网

CVO汇聚路由器

DMZ交换机

互联网边缘防火墙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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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3
 ip vrf forwarding INET-PUBLIC
 ip address 192.168.18.20 255.255.255.0
 no cdp enable
 no shutdown

ip route vrf INET-PUBLIC 0.0.0.0 0.0.0.0 192.168.18.1

 

ip http server
ip http port 8000

crypto pki server cvo-cs
 database level complete
 database archive pkcs12 password cisco123

 issuer-name cn=cvo-cs,ou=cvo
 auto-rollover
 grant auto
 no shut

aaa group server radius acs
 server-private 10.4.48.15 auth-port 1812 acct-port 1813 key 
SecretKey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sdp-acs group acs
aaa authorization network sdp-acs group acs
ip radius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ip host OpsXML 10.4.48.29
ip host cvo-cs 10.4.32.246
crypto provisioning registrar
 pki-server cvo-cs
 template config http://OpsXML/mevo/Configs/$n_Bootstrap.cfg
 template http welcome http://OpsXML/mevo/sdp/2-sdp_welcome.
html
 template http completion http://OpsXML/mevo/sdp/4-sdp_
completion.html
 template http introduction http://OpsXML/mevo/sdp/3-sdp_
introduction.html
 template http start http://OpsXML/mevo/sdp/1-sdp_start.html
 template http error http://OpsXML/mevo/sdp/sdp_error.html
 template username Administrator password 0 cisco123
 authentication list sdp-acs
 authorization list sdp-acs

DMVPN设计使用了Front Door VRF，因此这一接口必须放置在上一程序配置的

VRF中。

步骤2：配置VRF特定的缺省路由

为Front Door VRF创建的VRF必须有其自己的到互联网的缺省路由。这一缺省路由指向

ASA5500 DMZ接口IP地址。

仅主用汇聚路由器

本部分介绍了用于CA服务器和SDP服务器的思科虚拟办公室的汇聚组件配置。CA和

SDP服务器可在专用路由器上进行配置或与其他特性共置。在此部署中，CA和SDP服

务器在主用CVO DMVPN汇聚路由器上进行配置。

一个CA服务器管理证书请求并向参与的网络设备颁发证书。这些服务可对参与设备提

供集中密钥管理，而且被接收方明确信任来验证身份并创建数字证书。在任何PKI操作

开始前，CA会生成自己的公钥对并创建一个自签名CA证书；此后，CA能够签署证书

请求并开始为PKI进行对等登记。

步骤1：配置SCEP和SDP所需的HTTP和HTTPS服务器。

步骤2：配置IOS证书颁发机构。

程序5 CA和SDP服务器配置

步骤3：为SDP用户身份验证启用AAA服务器。

步骤4：配置SDP Registrar和模板

技术提示

模板用户名称/密码是MEVO服务器上的Windows管理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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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host cvo-cs 10.4.32.246
crypto pki trustpoint cvo-pki
 enrollment url http://cvo-cs:8000
 serial-number
 ip-address none
 password none
 revocation-check crl
 authorization list sdp-acs
 auto-enroll 75

crypto pki authenticate cvo-pki
!!! Type YES if prompted to accept the certificate
crypto pki enroll cvo-pki

crypto pki certificate map DMVPN 10
 issuer-name co cvo-cs
 unstructured-subject-name co cisco.local

crypto isakmp profile FVRF-ISAKMP-INET-PUBLIC
   match certificate DMVPN

crypto isakmp policy 10
 encr aes 256
 hash sha
 group 2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esp-aes 256 
esp-sha-hmac
 mode transport

crypto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
 set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set isakmp-profile FVRF-ISAKMP-INET-PUBLIC

所有远程站点流量在通过互联网等公共IP网络进行传输时必须加密。加密旨在通过当数

据在网络中传输时对IP数据包进行加密，来保护数据机密性、完整性和真实性。

步骤1：配置CA服务器。

步骤2：验证和注册证书。

步骤3：配置证书映射表（certificate map）。

步骤4：创建互联网安全关联与密钥管理协议（ISAKMP）配置文件。

ISAKMP配置文件创建了与表示证书的IPsec对等体的关联性，该证书与利用在上一步

骤中定义的证书映射表的证书相匹配。

程序6 配置ISAKMP和IPSec
步骤5：配置ISAKMP策略。

面向DMVPN的ISAKMP策略采用如下规则：

● 基于256位密钥的高级加密标准（AES）
● 安全哈希标准（SHA）
● Diffie-Hellman组：2

步骤6：定义IPsec转换集。

转换集是一个可接受的安全协议、算法和其他设置的组合，应用于IPsec保护流量。对

等体同意在保护特定的数据流时使用特定的转换集。

面向DMVPN的IPsec转换集采用如下规则：

● 采用256位AES加密算法的ESP
● 采用SHA（HMAC变体）身份验证算法的ESP

由于DMVPN汇聚路由器位于NAT设备后方，IPsec转换必须针对传输模式进行配置。

步骤7：创建IPSec配置文件

IPsec配置文件将ISAKMP配置文件和IPsec转换集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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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unnel 10
 bandwidth 10000
 ip address 10.4.160.1 255.255.254.0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tcp adjust-mss 1360

interface Tunnel 10
 tunnel source GigabitEthernet0/3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vrf INET-PUBLIC
 tunnel key 10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

interface Tunnel 10
 ip nhrp authentication cisco123
 ip nhrp map multicast dynamic
 ip nhrp network-id 101
 ip nhrp holdtime 600
 ip nhrp redirect

interface Tunnel 10
 ip hello-interval eigrp 202 20 
 ip hold-time eigrp 202 60
 no ip split-horizon eigrp 202

步骤1：配置基本接口设置。

隧道接口在配置的过程中创建。隧道编号可随意设定，但最好从10或更大的数字开始

编号，这是因为这一设计中部署的其他特性也可能需要使用隧道，它们可能在缺省情况

下选择了较小的数字。

带宽设置应与相应的主要或辅助运营商的互联网带宽相匹配。

IP最大传输单元（MTU）应配置为1400，ip tcp adjust-mss应配置为1360。二者之间

有40字节的差异，这一差异与IP和TCP报头的总长度对应。

步骤2：配置隧道。

DMVPN使用多点GRE（mGRE）隧道。这一隧道类型仅需要一个源接口。源接口应与

在程序4中使用的、连接至互联网的接口相同。tunnel vrf命令应被设置为之前为Front 

Door VRF定义的VRF。

在这一接口上启用加密要求采用在上一程序中配置的IPsec配置文件。

步骤3：配置下一跳解析协议（NHRP）。

DMVPN汇聚路由器充当着所有分支路由器的NHRP服务器的角色。远程路由器使用

NHRP来为mGRE隧道连接的对等体确定隧道目的地。

程序7 配置mGRE隧道
NHRP要求DMVPN云内的所有设备均使用相同的网络ID和身份验证密钥。NHRP缓存保

持时间应被设置为600秒。

EIGRP（在以下程序中配置）依赖于组播传输方案，并需要NHRP来自动向组播NHRP

映射中添加路由器。

ip nhrp redirect命令允许DMVPN汇聚路由器告知分支路由器存在到目的地网络的更佳

路径。DMVPN分支到分支直接通信可能需要这一功能。

步骤4：在隧道上配置EIGRP。

EIGRP在下面的程序中进行配置，但针对mGRE隧道接口有一些具体的要求。

分支到分支DMVPN网络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挑战，因为分支路由器彼此间不能直接交换

信息，即使它们处于相同的逻辑网络中也不行。这一限制要求DMVPN汇聚路由器通告

来自同一网络上其他分支的路由。这些路由的通告通常会被水平分割（split horizon）

所阻止，并被no ip split-horizon eigrp命令越过。

EIGRP问候（hello）间隔增加到20秒，EIGRP保持（hold）时间增加到60秒，以便在

一个DMVPN云上支持多达900个远程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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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 eigrp 100
 network 10.4.32.6 0.0.0.3
 network 10.4.32.246 0.0.0.0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30
 eigrp router-id 10.4.32.246
 no auto-summary

router eigrp 202
 network 10.4.160.0 0.0.1.255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Tunnel10
 eigrp router-id 10.4.32.246
 no auto-summary

DMVPN中枢路由器必须具备足够的 IP路由信息，以提供端到端可达性。维护这种

路由信息通常需要路由协议，EIGRP便可用于这一用途。此设计中使用了多个独立

的EIGRP进程，一个用于局域网上的内部路由（EIGRP-100），另一个用于DMVPN

（EIGRP-202）。使用独立的EIGRP进程的主要原因是确保在部署其他IBA WAN设计

时，与WAN汇聚站点路由选择进程的兼容性。这一方法确保了DMVPN获知的路由在重

分发至在园区局域网上使用的EIGRP-100进程后，显示为EIGRP外部路由。

步骤1：为内部路由启用EIGRP-100。

EIGRP-100面向局域网分布层进行配置。在本部署中，端口通道接口和回环是EIGRP接

口，而EIGRP邻接关系仅在端口通道接口上形成。网络范围必须在单个网络声明或多个

网络声明中包含这两个接口IP地址。隧道接口地址不应包含在网络范围中。相比将所有

相关网络包含在单个声明中，将它们明确列出可能更有帮助。这一设计采用了将路由器

ID指派给回环地址的最佳实践。

步骤2：为DMVPN启用额外的EIGRP进程。

EIGRP-202针对DMVPN mGRE接口进行配置。来自其他EIGRP进程的路由被重分布。

因为路由协议相同，因此无需默认度量值。主用DMVPN云为云1。

程序8  配置EIGRP
表6. DMVPN接口参数

隧道接口是唯一的EIGRP接口，其网络范围应明确列出。

步骤3：标记与重分布路由。

本设计使用相互的路由重分发。EIGRP-202上的DMVPN路由被重分发到EIGRP-100

上，从EIGRP-100上学习到的路由也被重分发到EIGRP-202上。因为使用相同的路由协

议，无需使用缺省权值（default metrics）。

当相互的路由分发被使用于不同的路由协议时，严格控制路由信息的共享分发是很重要

的。否则当一些路由项不断的被加入设备的路由表又被从路由表中撤销，则可能遭遇路

由震荡。正确的路由控制保障了路由表的稳定。

在其他IBA WAN部署指南中的WAN路由器上，使用了入站分布列表来限制哪些路由能

够被安装到路由表中。这些路由器被配置为仅接受不是来自其他广域网源的路由。为了

完成这一任务，需要DMVPN汇聚路由器在路由重分布过程中对DMVPN获知的广域网

路由做出明确标记。所用的具体路由标记如下表所示。

DMVPN云 IP地址 隧道编号和密钥 NHRP网络ID

主用 10.4.160.1/23 10 101

备用 10.4.162.1/23 11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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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map SET-ROUTE-TAG-DMVPN permit 10
 match interface Tunnel10
 set tag 65520
!
router eigrp 100
 redistribute eigrp 202 route-map SET-ROUTE-TAG-DMVPN
!
router eigrp 202
 redistribute eigrp 100

 

ip multicast-routing

ip pim autorp listener

interface range Loopback0, Port-Channel30, Tunnel10
 ip pim sparse-mode

interface Tunnel 10
 ip pim nbma-mode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SAKMP 
 permit udp any eq isakmp any eq isakmp
!
class-map match-any VOICE
 match dscp ef

表7. 路由标记信息

本例中包含参考设计中的所有广域网路由来源。根据您网络的实际设计，您可能需要使

用更多标记。

此程序适用于所有DMVPN汇聚路由器。

步骤1：启用IP组播路由。

在全局配置模式下，在平台上启用IP组播路由。

步骤2：配置独立组播协议（PIM）、RP和范围。

必须配置每个第三层交换机和路由器，以便利用autorp来发现IP组播RP。使用ip pim 

autorp listener命令，来支持跨稀疏模式链路的发现。这一配置支持在未来对IP组播环

境进行扩展和控制，并可根据网络需求与设计进行变更。

程序9  配置IP组播路由

网络中所有的第三层接口均必须启用，以支持稀疏模式组播操作。

步骤3：为DMVPN隧道启用PIM非广播多点接入（NBMA）模式。

分支到分支DMVPN网络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挑战，因为分支路由器彼此间不能直接交换

信息，即使它们处于相同的逻辑网络中也不行。无法直接交换信息可能会导致在运行IP

组播时发生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采用一种单独跟踪每个远程PIM邻接设备加入信息的方法。

PIM NBMA模式下的路由器会假定，每一个远程PIM邻接设备均已通过点对点链路连接

至路由器。

配置WAN-边缘QoS，等同于定义流量如何流出网络。关键是分类、标记（marking）

和带宽分配要与服务提供商的服务相协调，以确保一致的端到端QoS处理。

步骤1：创建类别映射表来确定QoS的流量。

技术提示

不要在互联网DMZ接口上启用PIM，因为这一接口不得用于请求组播流量。

标记 路由来源 方法

65401 MPLS A 隐式

65402 MPLS B 隐式

65512 DMVPN汇聚路由器 显式

65520 CVO汇聚路由器 显式

程序10  配置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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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map match-any INTERACTIVE-VIDEO
 match dscp cs4 af41
!
class-map match-any CRITICAL-DATA
 match dscp af31 cs3
!
class-map match-any DATA
 match dscp af21
!
class-map match-any SCAVENGER
 match dscp af11 cs1
!
class-map match-any NETWORK-CRITICAL
 match dscp cs6 cs2
 match access-group name ISAKMP

policy-map WAN
 class VOICE 
  priority percent 10
 class INTERACTIVE-VIDEO 
  priority percent 23
 class CRITICAL-DATA
  bandwidth percent 15
  random-detect dscp-based
 class DATA
  bandwidth percent 19
  random-detect dscp-based
 class SCAVENGER
  bandwidth percent 5
 class NETWORK-CRITICAL
  bandwidth percent 3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percent 25
  random-detec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3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

 

 

 

步骤2：创建策略映射表，它定义了排队行为，以及分配给每个类别的最大保证带宽。

步骤3：向面向互联网的接口应用策略映射表。

本指南假定已经配置了广域网分布层交换机， 因此仅包含了完成DMVPN汇聚路由器连

接和汇总指向核心层设备的路由所需的程序。有关分布层交换机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面向大型企业的无边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

表8. EtherChannel信息

端口通道接口连接至DMVPN汇聚路由器。此连接是一个第三层端口通道连接。以下配

置用于在交换机和路由器之间创建一个EtherChannel链路，并设定两个通道组成员。

配置广域网分布层交换机

1  连接至DMVPN汇聚路由器

2  配置EIGRP

流程

程序1  连接至DMVPN汇聚路由器

端口通道编号 端口通道IP地址

30 10.4.32.5/30

31 10.4.32.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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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Port-channel 30
 no switchport
 ip address 10.4.32.5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carrier-delay msec 0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13, GigabitEthernet2/0/13
 description CVOAGG-3945E-1
 no switchport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30 mode on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logging event bundle-status
 carrier-delay msec 0
 no shutdown

 

router eigrp 100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30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2/1/1, 
TenGigabitEthernet1/1/1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100 10.4.160.0 255.255.252.0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100 10.4.128.0 255.255.240.0

 

步骤1：配置端口通道接口并分配IP地址

步骤2：启用端口通道组成员并指定相应的通道组。

步骤1：启用EIGRP，建立与汇聚路由器的邻接关系。

技术提示

作为一种最佳实践，请尽可能在链路两端使用相同的通道编号。

程序2  配置EIGRP

步骤2：当分布层交换机连接至核心层时，配置WAN交换机，为CVO站点生成IP路由汇

总。在配置了汇总后，EIGRP会禁止在汇总范围内通告更多特定的路由。

本指南假定已经配置了互联网边缘防火墙， 因此仅包含了完成与DMVPN汇聚路由器连

接所需的程序。有关互联网边缘防火墙配置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互联网边缘部署

指南》。

防火墙DMZ（隔离区）是严格限制流量进出网络其它部分的网络区域。企业将网络服

务放置在DMZ中，以便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除了某些特定情形，通常不允许这些服

务与内部网络建立连接。

各种DMZ网络经由VLAN中继连接到Cisco ASA的千兆以太网接口。分配给Cisco ASA

上VLAN接口的IP地址是该DMZ子网的默认网关。DMZ交换机的VLAN接口不具备分配

给DMZ VLAN的IP地址。

配置互联网边缘

1  配置防火墙DMZ接口

2  配置NAT 

3  配置安全策略

4  配置DMZ交换机

流程

程序1  配置防火墙DMZ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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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在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

中，点击连接到DMZ交换机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1）

步骤2：点击Edit（编辑）。

步骤3：选择Enable Interface（启用接口），然后点击OK。

 

步骤4：在Interface（接口）窗格，点击Add（添加）> Interface（接口）。

步骤5：在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列表中，选择在步骤1中配置的接口。（例如：

GigabitEthernet0/1）

步骤6：在VLAN 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如：1118）

步骤7：在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如：

1118）

步骤8：输入一个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dmz-dmvpn）

步骤9：在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框中，输入值75。

步骤10：输入接口IP地址。（例如：192.168.18.1）

步骤11：输入接口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如：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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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Z网络使用的专用网（RFC 1918）地址无法在互联网上路由，因此防火墙必须将

CVO汇聚路由器的DMZ地址转换为外部公共地址。为实现永续性，主用和永续CVO汇

聚路由器需要转换到不同的ISP。

表9. DMZ地址与对应的公共IP地址示例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Objects（对象）> Network 

Objects（网络对象）/Groups（组）。

步骤2：要为CVO汇聚路由器的公共地址添加网络对象，请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3：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称）框中，

为主用CVO汇聚路由器的公共IP地址输入一个描述。（例如：outside-cvo-1）

步骤4：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主用CVO汇聚路由器的公共IP地址，然后

点击OK。（例如：172.16.130.2）

程序2  配置NAT

CVO路由器DMZ地址 CVO路由器公共地址（NAT转换后外部可路由）

192.168.18.20 172.16.130.2 （ISP-A）

192.168.18.21 172.17.130.2 （ISP-B）

步骤5：要为CVO汇聚路由器的专用DMZ地址添加网络对象，请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6：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称）框中，

为主用CVO汇聚路由器的专用DMZ IP地址输入一个描述。（例如：dmz-cvo-1）

步骤7：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主用CVO汇聚路由器的专用DMZ IP地址。

（例如：192.168.18.20）

步骤8：要展开NAT窗格，请点击双向下箭头。

步骤9：选择Add Automatic Address Translation Rules（添加自动地址转换规则）。

步骤10：在Translated Addr（转换的地址）列表中，选择在步骤2中创建的网络对象。

 

步骤11：点击Advanced（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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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2：在Destination Interface（目的地接口）列表中，选择主用互联网连接的接口

名称，然后点击OK。（例如：outside-16）

 

步骤13：针对永续CVO汇聚路由器重复步骤1至步骤12。

安全策略的配置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策略和管理要求。因此，此处的示例仅供您在确定网

络安全要求时参考之用。

VPN DMZ提供了一层额外的保护，以减少某些类型的CVO路由器配置错误的可能性。

这些路由器用于将业务网络与互联网相连通。过滤器仅允许CVO相关的流量到达CVO

路由器。

表10. 要求的DMVPN协议（汇聚路由器）

程序3  配置安全策略

名称 协议 用途

sdp HTTPS / TCP 8000 SDP

non500-isakmp UDP 4500 基于NAT-T的IPsec

isakmp UDP 500 ISAKMP 

esp IP 50 IPsec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步骤2：点击规则，拒绝流量从DMZ流向其他网络。

 

接下来，您将在选择用于支持CVO远程路由器与DMZ中的CVO汇聚路由器进行通信的

规则上，插入一个新规则

步骤3：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4：在Internet Access Rule（互联网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

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5：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6：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为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例如：

dmz-dmvpn-network/24）

步骤7：在Service（服务）列表框中，输入esp, tcp/8000, tcp/https, udp/4500, udp/
isakmp，然后点击OK。

 

步骤8：点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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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118
spanning-tree vlan 1118 root primar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a Gig0/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b Gig0/1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4, GigabitEthernet2/0/24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1118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9
 description CVOAGG-3945E-1 Gig0/3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9
 description CVOAGG-3945E-2 Gig0/3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9, GigabitEthernet2/0/9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118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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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将每个CVO汇聚路由器连接至DMZ交换机堆叠中的不同交换机，以实现永续性。

CVO汇聚路由器连接至VLAN，该VLAN专门面向负责汇聚来自互联网的DMVPN连接的

路由器。即使流量能够穿越互联网来正确地对CVO远程站点的数据包分类实施信任，

也要应用Qos策略。

步骤1：针对包含CVO汇聚路由器的VLAN，将DMZ交换机设定为生成树根。

步骤2：将连接到设备的接口配置为中继。

步骤3：配置连接到CVO汇聚路由器的接口。

程序4  配置DMZ交换机

本指南假设Cisco ACS已经完成配置， 因此仅包括支持将CVO集成到部署中所需的程

序。有关Cisco ACS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面向大型企

业的无边界网络网络设备身份验证与授权部署指南》。

思科虚拟办公室解决方案的不同组件，即网络设备管理身份验证、面向最终用户的身份

验证代理和路由器公共密钥基础设施身份验证，需要访问控制服务器。

步骤1：转至Users and Identity Stores（用户与身份库）> Internal Identity Stores（内

部身份库）> Users（用户）。

流程

配置Cisco ACS

1  配置MEVO帐户

2  启用缺省网络设备

3  创建AuthProxy身份验证配置文件

4 启用CVO用户身份验证

5 创建CVO组和AAA客户端

6 启动对PKI-AAA的支持

程序1  配置MEVO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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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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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3：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帐户的用户名。（例如：mevo）

步骤4：输入并确认密码。

步骤5：如需关联该帐户和定义网络管理员的身份组，请点击Select（选择）。Identity 

Groups（身份组）窗口打开。

步骤6：选择适当的身份组，然后点击OK。（例如：All Groups:Network Admins）

步骤7：如需应用更改，点击Submit（提交）。

 

CVO解决方案中部署了多种设备，主要是CVO远程路由器和自主接入点，而跟踪它们

所获得的IP地址可不是一件易事。因此，不要在ACS中为每个CVO远程设备创建一个

独特的网络设备条目，而是启用可以用作网络上任意设备的默认网络设备，只要它具有

正确的共享密钥。

步骤1：转至Network Resources（网络资源）>Default Network Device（缺省网络设备）。

步骤2：：在Default Network Device Status（缺省网络设备状态）列表中，选择

Enabled（启用）。

程序2  启用缺省网络设备

步骤3：选择RADUIS。

步骤4：输入RADIUS共享密钥，然后点击Submit（提交）。（例如SecretKey）

 

身份验证代理（AuthProxy）特性用于对CVO最终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只要提供有效的

凭证，CVO用户便可以访问企业内部网络。ACS服务器必须验证该凭证。当凭证完成

验证后，访问控制条目会下载并应用于CVO远程站点路由器，为用户提供适当的访问

权限。

步骤1：在Policy Elements（策略元素）> Authorization and Permissions（授权与许

可）> Network Access（网络访问）> Authorization Profiles（授权配置文件）中，点

击Create（创建）。

步骤2：输入Name（名称）。（例如：AuthProxy）

步骤3：在Radius Attributes（Radius属性）选项卡上，在Dictionary Type（字典类

型）列表中选择RADIUS-Cisco。

步骤4：在RADIUS Attribute（RADIUS属性）框中，选择cisco-av-pair。

程序3  创建AuthProxy身份验证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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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在Attribute Value（属性值）框中，输入auth-proxy:priv-lvl=15，然后点击Add

（添加）。

步骤6：在Radius Attributes（Radius属性）选项卡上，在Dictionary Type（字典类

型）列表中选择RADIUS-Cisco。

步骤7：在RADIUS Attribute（RADIUS属性）框中，选择cisco-av-pair。

步骤8：在Attribute Value（属性值）框中，输入auth-proxy:proxyacl#1=permit ip any 

any，然后点击Add（添加）。

步骤9：点击Submit（提交）。

首先您必须禁止ACS接受EAP-TLS协议。

步骤1：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中，点击Default Network Access（缺省网络

访问）。

步骤2：在Allowed Protocols（允许的协议）选项卡上，取消选择Allow EAP-TLS（允

许EAP-TLS），然后点击Submit（提交）。

 

接下来，创建一个授权规则，允许CVO使用RADIUS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3：转至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Default Network Access（缺省网络访问）

> Identity（身份）。

步骤4：在Identity Source（身份来源）框中，选择AD, Local DB，然后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程序4 启用CVO用户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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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Default Network Access（缺省网络访问）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Default（缺省）规则。

步骤6：在Authorization Profiles（授权配置文件）框中，选择Permit Access（允许访

问）和在程序3中创建的配置文件，然后点击OK。

 

步骤7：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首先，您必须创建网络设备组来包含CVO汇聚路由器。

步骤1：在Network Resources（网络资源）> Network Device Groups（网络设备组）

> Device Type（设备类型）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2：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组的名称。（例如：CVO Aggregation）

程序5 创建CVO组和AAA客户端

步骤3：在Parent（父）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所有设备类型），之后点击

Submit（提交）。

 

接下来，创建一个身份组来包含CVO远程站点路由器。

步骤4：在Users and Identity Stores（用户与身份库）> Identity Groups（身份组）

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5：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组的名称，然后点击Submit（提交）。（例如：

CVO Devices）

 

接下来，针对主用和永续的CVO汇聚路由器，在ACS中创建网络设备条目。MEVO将创

建CVO远程站点路由器帐户。

步骤6：在Network Resources（网络资源）> Network Devices and AAA Clients（网

络设备和AAA客户端）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7：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设备主机名称。（例如：CVOAGG-3945E-1 ）

步骤8：在Device Type（设备类型）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 CVO Aggregation

（所有设备类型：CVO汇聚）。

步骤9：在IP框中，输入路由器的回环IP地址。（例如：10.4.32.246）

步骤10：选择TACACS+。

步骤11：输入TACACS+共享密钥。（例如：Secre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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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2：选择RADIUS。

步骤13：输入RADIUS共享密钥，然后点击Submit（提交）。（例如SecretKey）

 

PKI-AAA认证用于对设备进行身份验证，检查作为安全会话设置一部分的CVO远程路由

器的有效性。

步骤1：在Policy Elements（策略元素）> Authorization and Permissions（授权与许

可）> Network Access（网络访问）> Authorization Profiles（授权配置文件）中，点

击Create（创建）。

步骤2：输入Name（名称）。（例如：PKI-AAA）

步骤3：在Radius Attributes（Radius属性）选项卡上，在Dictionary Type（字典类

型）列表中选择RADIUS-Cisco。

步骤4：在RADIUS Attribute（RADIUS属性）框中，选择cisco-av-pair。

程序6 启动对PKI-AAA的支持

步骤5：在Attribute Value（属性值）框中，输入pki:cert-application=all，然后点击Add

（添加）。

步骤6：点击Submit（提交）。

 

步骤7：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Default Network Access（缺省网络访问）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8：输入Name（名称）。（例如：CVO-PKI-AAA）

步骤9：选择NDG:Device Type（NDG：设备类型）条件，然后在框中选择在程序5步

骤1中创建的组。（例如：All Device Types:CVO Aggregation）

步骤10：选择Identity Group（身份组）条件，然后在框中选择在程序5步骤4中创建的

组。（例如：All Groups:CVO Devices）

步骤11：在Authorization Profiles（授权配置文件）框中，选择Permit Access（允许访

问）和在步骤1中创建的配置文件，然后点击OK。（例如：PKI-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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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2：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这一流程描述了为思科虚拟办公室配置新安装的ArcanaNetworks MEVO实例所需的程

序。许多管理员任务只需执行一次即可。在初始配置完成后，除了管理用户帐户，管理

员只需做极少的工作。

步骤1：转至ArcanaNetworks MEVO Administration（ArcanaNetworks MEVO管理）页

面。（例如：http://mevo.cisco.local/mevo/login.php）

步骤2：采用缺省凭证登录（用户名和密码：mevoadmin和mevoadmin）。

接下来，您需要通过配置来支持那些通过CVO远程路由器连接互联网、但不属于企业

员工的用户。

配置ArcanaNetworks MEVO 

1  配置子网块

2  将MEVO集成到SDP Registrar中

3  集成主用DMVPN云

4  集成永续的DMVPN云

5  将MEVO集成到Cisco ACS中

6  配置远程站点的变量

7  激活CVO远程模板

8  配置电子邮件服务器

9  创建最终用户

10  配置最终用户

11  部署身份验证代理

流程

程序1  配置子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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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在Configuration（配置）> Subnet Blocks（子网块）的Settings（设置）窗

格，在Guest IP Address（访客IP地址）框中输入网络地址。（例如：10.1.1.1）

步骤4：从Guest Subnet Mask（访客子网掩码）列表中选择子网大小。（例如：

255.255.255.0/24）

 

现在你将定义网络范围，从而为每个CVO远程路由器分配独一无二的远程局域网。

步骤5：在Configuration（配置）> Subnet Blocks（子网块）中，点击Add（添加）。

步骤6：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网络名称。（例如：Remote LAN）

步骤7：在Description（描述）框中，输入网络总结。（例如：LAN）

步骤8：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LAN（局域网）。

接下来，定义用于向远程子网分配局域网的网络范围。

步骤9：在Network Address（网络地址）框中，输入IP地址。（例如：10.4.128.0）

步骤10：从Subnet（子网）列表中，选择子网大小。（例如：255.255.240.0/20）

现在您将定义分配给每个CVO远程路由器的子网大小。

针对所有CVO路由器的访客网络信息均相同。访客流量将采用网络地址

转换（NAT）直接发送到互联网。

技术提示

步骤11：从LAN subnet mask（局域网子网掩码）列表中选择子网大小，然后点击

OK。（例如：255.255.255.248/29）

 

步骤12：在确认窗口中，点击Add（添加）。Add New User Class（添加新用户类

别）对话框显现。

接下来，您将定义用于CVO远程路由器的设备类别。

步骤13：在Device Type（设备类别）列表中，选择Cisco 881，然后点击OK。

步骤14：点击Save（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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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要将MEVO集成到SDP registrar中，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Headend
（头端）。

步骤2：针对Device Type（设备类型）列表中的SDP registrar，选择主用汇聚设备的

型号。（例如：Cisco 3945 E）

步骤3：在Management IP（管理IP）框中，输入主用汇聚设备的回环IP地址。（例

如：10.4.32.246）

步骤4：在Outside IP（外部IP）框中，输入主用汇聚设备外部接口的IP地址。（例如：

172.16.130.2）

 

步骤5：要输入主用汇聚设备的访问凭证，点击Passwords（密码）字段中的图标。

Access Credentials（访问凭证）窗口显示。

步骤6：在Username（用户名）框中，输入在“配置Cisco ACS”的ACS中创建的用

户名。

步骤7：输入并确认密码，然后点击OK。

程序2  将MEVO集成到SDP Registrar中

您在ACS中为MEVO创建的用于管理汇聚设备的帐户，将在登录期间的启用提示

符中获得授权，因此您不必在启用密码字段输入任何值。

步骤8：点击Variables（变量）字段中的图标。SDP Registrar–Variables（SDP 

Registrar–变量）窗口显示。

步骤9：在Certificate Authority HTTP Port（证书颁发机构HTTP端口）框中，输入先前

针对SCEP配置的HTTP端口8000。

步骤10：在Certification Authority Archive Password（证书颁发机构存档密码）框中，

输入先前在SDP服务器上配置的PKI服务器存档密码。（例如：cisco123）

步骤11：在RADIUS IP Address（RADIUS IP地址）框中，输入RADIUS服务器的IP地

址。（例如：10.4.48.15）RADIUS供在SDP进程的开始进行用户身份验证之用。

步骤12：在RADIUS Ports（RADIUS端口）列表中，选择1812/1813。此步骤将配置用

于身份验证和记账的RADIUS端口对。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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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在RADIUS Server Key（RADIUS服务器密钥）框中，输入在RADIUS服务器

上配置的共享密钥，然后点击OK。（例如：SecretKey）

 

步骤14：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Task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窗口显示，

Status（状态）字段显示Passed（通过）。

步骤15：关闭Task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窗口。

步骤1：要添加新的DMVPN云，请点击Add（添加）。Add（添加）对话框显示。

步骤2：在Role（角色）列表中，选择DMVPN Cloud（DMVPN 云），然后点击OK。

 

步骤3：选择Secondary Data Gateway（备用数据网关），然后点击Delete（删除）。

程序3  集成主用DMVPN云

步骤4：针对Device Type（设备类型）列表中的Primary Data Gateway（主用数据网

关），选择主用汇聚设备的型号。（例如：Cisco 3945 E）

步骤5：在Management IP（管理IP）框中，输入主用汇聚设备的回环IP地址。（例

如：10.4.32.246）

步骤6：在Outside IP（外部IP）框中，输入主用汇聚设备外部接口的IP地址。（例如：

172.16.130.2）

 

接下来，输入主用汇聚设备的访问凭证。

步骤7：点击Passwords（密码）字段中的图标。Access Credentials（访问凭证）对

话框显示。

步骤8：在Username（用户名）框中，输入在“配置Cisco ACS”的ACS中创建的用

户名。

步骤9：输入并确认密码，然后点击OK。

技术提示

您在ACS中为MEVO创建的用于管理汇聚设备的帐户，将在登录期间的启用

提示符中获得授权，因此您不必在启用密码字段输入任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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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点击Variables（变量）字段中的图标。Primary Data Gateway–Variables（主

用数据网关–变量）窗口显示。

步骤11：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路由器隧道接口的IP地址，然后点击

OK。（例如：10.4.160.1）

 

步骤12：针对DMVPN Cloud（DMVPN云），点击Variables（变量）字段中的图标。

DMVPN Cloud–Variables（DMVPN云–变量）窗口显示。

步骤13：MEVO从隧道网络地址为每个CVO远程路由器分配一个地址。在Tunnel 

Net work  Addre ss（隧道网络地址）框中输入隧道接口的网络地址。（例如：

10.4.160.0）

步骤14：在Tunnel Subnet Mask（隧道子网掩码）列表中，选择255.255.254.0/23。

步骤15：在EIGRP AS（EIGRP为）框中，输入DMVPN云的EIGRP编号。（例如：

202）

步骤16：在Tunnel Key（隧道密钥）框中，输入密钥。（例如：10）

步骤17：在Diffie-Hellman group（Diffie-Hellman组）列表中，选择2。

步骤18：在Tunnel NHRP Network ID（隧道NHRP网络ID）框中，输入NHRP ID。（例

如：101）

步骤19：在NHRP Authentication Password（NHRP身份验证密码）框中，输入密码。

（例如：cisco123）

步骤20：在NHRP Holdtime（NHRP保持时间）框中，输入600，点击OK。

 

步骤21：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Task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窗口显示，

Status（状态）字段显示为Passed（通过）。

步骤22：关闭Task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窗口。

步骤1：添加新的DMVPN云. 点击Add（添加）。

步骤2：在Role（角色）列表中，选择DMVPN Cloud（DMVPN云）。

程序4  集成永续的DMVPN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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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在Group Suffix（组前缀）框中输入2，然后点击OK。

 

步骤4：在DMVPN Cloud（2）（DMVPN云（2））下，选择Secondary Data Gateway

（备用数据网关），然后点击Delete（删除）。

步骤5：在DMVPN Cloud（2）（DMVPN云（2））下，针对Device Type（设备类

型）列表中的主用数据网关，选择主用汇聚设备的型号。（例如：Cisco 3945 E）

步骤6：在Management IP（管理IP）框中，输入永续汇聚设备的回环IP地址。（例

如：10.4.32.247）

步骤7：在Outside IP（外部IP）框中，输入永续汇聚设备外部接口的IP地址。（例如：

172.17.130.2）

 

步骤8：要输入永续汇聚设备的访问凭证，点击Passwords（密码）字段中的图标。

Access Credentials（访问凭证）窗口显示。

步骤9：在Username（用户名）框中，输入在“配置Cisco ACS”的ACS中创建的用

户名。

步骤10：输入并确认密码，然后点击OK。

步骤11：点击Variables（变量）字段中的图标。Primary Data Gateway–Variables（主

用数据网关–变量）对话框显示。

步骤12：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隧道接口的IP地址，然后点击OK。（例

如10.4.162.1）

技术提示

您在ACS中为MEVO创建的用于管理汇聚设备的帐户，将在登录期间的启用

提示符中获得授权，因此您不必在启用密码字段输入任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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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针对DMVPN Cloud（DMVPN云（2）），点击Variables（变量）字段中的图

标。DMVPN Cloud–Variables（DMVPN云–变量）对话框显示。

步骤14：在Tunnel Network Address（隧道网络地址）框中，输入隧道的网络地址。

（例如：10.4.162.0）

步骤15：在Tunnel Subnet Mask（隧道子网掩码）列表中，选择255.255.254.0/23。

步骤16：在EIGRP AS（EIGRP为）框中，输入DMVPN云的EIGRP进程号。（例如：

202）

步骤17：输入隧道密钥。（例如：11）

步骤18：在Diffie-Hellman group（Diffie-Hellman组）列表中，选择2。

步骤19：在Tunnel NHRP Network ID（隧道NHRP网络ID）框中，输入NHRP ID。（例

如：102）

步骤20：在NHRP Authentication Password（NHRP身份验证密码）框中，输入密码。

（例如：cisco123）

步骤21：在NHRP Holdtime（NHRP保持时间）框中，输入600，点击OK。

 

步骤22：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Task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窗口显示，

Status（状态）字段显示Passed（通过）。

步骤23：关闭Task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窗口。



78

 

思科虚拟办公室2012年上半年

步骤1：要集成MEVO到ACS中，点击Add（添加）。Add（添加）对话框显示。

步骤2：在Role（角色）列表中，选择PKI-AAA Server（PKI-AAA服务器），然后点击OK。

 

步骤3：针对Device Type（设备类型）列表中的PKI-AAA服务器，选择Cisco ACS 5.x。

步骤4：在Management IP（管理 IP）框中，输入ACS服务器的 IP地址。（例如

10.4.48.15）

 

接下来，您需要输入ACS服务器的访问凭证。

步骤5：点击Passwords（密码）字段中的图标。Access Credentials（访问凭证）对

话框显示。

步骤6：在Username（用户名）框中，输入ACS的平台用户名。（例如：admin）

步骤7：输入并确认密码。

步骤8：在Super Username（超级用户名）框中，输入ACS的web名称。（例如：

acsadmin）

程序5  将MEVO集成到Cisco ACS中
步骤9：输入并确认密码，然后点击OK。

 

步骤10：点击Variables（变量）字段中的图标。PKI-AAA Server–Variables（PKI-AAA

服务器–变量）对话框显示。

步骤11：在Server Ports（服务器端口）列表中，选择1812/1813。

步骤12：在Server Key（服务器密钥）框中，输入RADIUS密钥，然后点击OK。（例

如SecretKey）

 

步骤13：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Task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窗口显示，

Status（状态）字段显示Passed（通过）。

步骤14：关闭Task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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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5：点击Variables（变量）字段中的图标。PKI-AAA Server–Variables（PKI-AAA
服务器–变量）窗口显示。

步骤16：在ACS Group（ACS组）列表中，选择All Groups:CVO Devices（所有

组:CVO设备），然后点击OK。

 

步骤17：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Task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窗口显示，

Status（状态）字段显示Passed（通过）。

步骤18：关闭Task Details（任务详细信息）窗口。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Remote End（远程端）。

在这里，您可以在CVO远程路由器上定义本地访问凭证。

步骤2：在Management User（管理用户）框中，输入用户名。（例如：admin）

步骤3：在Management Password（管理密码）框中，输入用户密码。（例如：

cisco123）

步骤4：如果您希望允许用户在CVO远程路由器上升级其特权级别，那么在Enable 

Secret（启用密码）框中输入密码。

程序6  配置远程站点的变量

步骤5：在Domain Name（域名）框中，输入企业的DNS域。（例如：cisco.local）

步骤6：在DNS IP Address（DNS IP地址）框中，输入企业主用DNS 服务器的IP地址。

（例如：10.4.48.10）

步骤7：在Wireless SSID（无线SSID）框中，输入企业用于支持数据的无线LAN的名

称。（例如：WLAN-Data）

步骤8：在Call Manager TFTP Server（Call Manager TFTP服务器）框中，输入企业

Cisco UCM TFTP服务器的IP地址。（例如：10.4.48.20）

步骤9：在Read Community（读取团体字符串）框中，输入只读SNMP团体字符串。

（例如：cisco）

步骤10：在Time Zone（时区）列表中，选择（GMT -8:00）。

步骤11：选择Enable Daylight Savings Time（启用夏令时）。

步骤12：在NTP IP Address（NTP IP地址）框中输入NTP服务器IP地址，然后点击

Save Changes（保存更改）。（例如：10.4.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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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附录B中的永续DMVPN云模板添加到MEVO中。

步骤1：将附录B中的CLI作为文件保存到您的本地机器上。

步骤2：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Templates（模板）。

步骤3：在Filter by Router Type（按路由器类型划分的过滤器）列表中，选择Cisco 

881，然后点击OK。

步骤4：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DMVPN Configuration（DMVPN配置）。

步骤5：在Device Type（设备类型）列表中，选择Cisco 881。

步骤6：在Template File（模板文件）框中，选择您在步骤1中创建的文件，然后点击OK。

步骤7：针对您在步骤6中添加的Wireless（无线）、Firewall（防火墙）、QoS和DMVPN 

Configuration（DMVPN配置）模板选择Active（活动），然后点击Save（保存）。

 

步骤8：在确认窗口中，点击Save（保存）。

为简化CVO的审批和部署，在配置过程中，ArcanaNetworks MEVO自动生成面向CVO

审批者和用户的电子邮件。

配置SMTP服务器以发送电子邮件。

程序7  激活CVO远程模板

程序8  配置电子邮件服务器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E-mail（电子邮件）。

步骤2：在Hostname/IP（主机名称/IP）框中，输入企业SMTP服务器的主机名称或IP

地址。（例如：10.4.48.25）

步骤3：在Sender E-Mail（发送人电子邮件）框中，输入应自动发送MEVO消息的电子

邮件地址，然后点击Save（保存）。（例如：mevo@cisco.local）

 

采用ArcanaNetworks MEVO的典型思科虚拟办公室部署包括四个角色：

● 管理员（Administrator）—此角色负责配置和管理ArcanaNetworks MEVO， 还负责

管理用户和ArcanaNetworks MEVO帐户。如果管理员代表用户申请思科虚拟办公室

服务，则无需管理者批准。

● 最终用户（End user）—此角色包括远程工作人员。

● 管理人员或审批人员（Manager or approver）—在典型的思科虚拟办公室部署工作

流中，此角色负责批准或拒绝最终用户对于思科虚拟办公室服务的请求。

● 请求者（Requestor）—此角色负责代表最终用户提出思科虚拟办公室服务请求，

但不具备ArcanaNetworks MEVO管理员的特权。此角色为可选项；如果公司政策允

许，最终用户可以申请其自己的服务。

所有最终用户的帐户必须与一个管理者相关联。

程序9  创建最终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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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转至Accounts（帐户）选项卡，然后点击Create User（创建用户）。

步骤2：输入管理者的名称。（例如：Example Manager）

步骤3：输入管理者的用户名。（例如：manager）

步骤4：输入并确认密码。

步骤5：输入管理者的电子邮件地址。（例如：manager@cisco.local）

步骤6：在Role（角色）列表中选择Manager（管理者），然后点击OK。

 

接下来，创建用于CVO配置的最终用户。

步骤7：点击Create User（创建用户）。

步骤8：输入用户的名称。（例如：Employee One）

步骤9：输入用户的用户名。（例如：employee1）

步骤10：输入并确认密码。

步骤11：输入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例如：employee1@cisco.local）

步骤12：在Role（角色）列表中，选择User（用户）。

步骤13：在User Class（用户类别）列表中，选择Default（缺省）。

步骤14：在Manager（管理者）列表中，选择步骤3中创建的用户名。（例如：manager）

步骤15：如果您希望在用户配置完成后，向其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来说明如何进行安全

设备配置（SDP），请选择Notify user by mail（通过邮件通知用户），然后点击OK。

 

此程序从最终用户的角度介绍了SDP流程，并说明了用户在远程站点收到路由器后该做

的工作。通常说来，最终用户将会收到采用出厂缺省设置的路由器、设置说明书以及一

封可访问配置页面的电子邮件（以下步骤将对此做详细介绍）。

此处的步骤假设用户具有DHCP的互联网连接。通过少量修改，也可使用支持DSL或静

态IP地址的连接，但最终用户执行的基本步骤没有变化。

MEVO管理员可以代表最终用户创建配置请求。

程序10  配置最终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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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转至Accounts（帐户）选项卡。

步骤2：选择您想为其配置CVO远程路由器的用户，然后点击New Request（新请求）。

步骤3：在ISP Information（ISP信息）面板上，在Technology（技术）列表中，选择适

合CVO远程站点的互联网连接方法。（例如：Cable）

步骤4：为使语音流量在离开远程站点时正确地进行优先级划分，在Upload Speed（上

传速度）列表中，为CVO远程站点选择适当的上传速度。（例如：1Mbps）

步骤5：当ArcanaNetworks MEVO上生成配置后，最终用户将获得一封与下面所示类似

的电子邮件，其中包含一个可启动SDP进程的链路。点击该链路继续。

 

步骤6：当弹出屏幕询问用户凭证时，输入正确的AAA凭证。

步骤7：点击欢迎屏幕上的Next（下一步）。

 

ArcanaNetworks MEVO连接至路由器，开始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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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会自动下载到路由器上。

技术提示

如果系统询问您路由器登录凭证，请输入用户名cisco和密码cisco。

当进程结束后，路由器便完全完成了配置，可以访问公司网络了。

 

步骤1：转至Device（设备）选项卡。

步骤2：点击标有Online（在线）的图表部分。

步骤3：在设备列表中，选择刚才配置的CVO远程站点。

步骤4：在页面底部的action（行动）列表中，选择Apply Templates（应用模板），然

后点击Go（开始）。

程序11  部署身份验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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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选择Authproxy Configuration（Authproxy配置），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6：选择Start Immediately（立即开始），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当Status

（状态）字段显示Passed（通过）时部署模板。

步骤7：点击Close（关闭）。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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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Product List

The following products and software versions have been validated for the Cisco Smart Business Architecture.

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Internet Edge Firewall 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 

ASA 5540 with the SSM-40 IPS Module

ASA 5520 with the SSM-20 IPS Module

ASA 5510 with the SSM-10 IPS Module 

ASA5540-AIP40-K9 

L-ASA-AC-PH-5540=

ASA5520-AIP20-K9 

L-ASA-AC-PH-5520=

ASA5510-AIP10-K9 

L-ASA-AC-PH-5510=

8.4.2

7.0.(5a)E4

Remote Site Appliance 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 5505 ASA5505-BUN-K9 8.4.2

OfficeExtend 5508 Wireless LAN Controller AIR-CT5508-100-K9 
5508 Wireless LAN Controller with 100 AP 
license 

7.1.91.0

OfficeExtend 600 Series AP AIR-OEAP602I-A-K9 7.1.91.0

DMZ Switch Catalyst 3750X WS-C3750X-24P-S

Catalyst 3750 24 10/100/1000T PoE + and IPB Image

WS-C3750X-48PF-S

Catalyst 3750 48 10/100/1000T Full PoE + and IPB Image

15.0(1)SE1

Distribution Layer Catalyst 3750X Stackable 12 Port SFP WS-C3750X-12S-S 
Catalyst 3750 12 SFP + IPS Image 

15.0(1)SE1

附录A：产品列表

以下产品和软件版本已经针对思科智能业务平台进行了验证。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互联网边缘防火墙 自适应安全设备

ASA 5540，带SSM-40 IPS模块

ASA 5520，带SSM-20 IPS模块

ASA 5510，带SSM-10 IPS模块

ASA5540-AIP40-K9 

L-ASA-AC-PH-5540=

ASA5520-AIP20-K9 

L-ASA-AC-PH-5520=

ASA5510-AIP10-K9 

L-ASA-AC-PH-5510=

8.4.2

7.0.（5a）E4

远程站点设备 自适应安全设备5505 ASA5505-BUN-K9 8.4.2

OfficeExtend 5508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AIR-CT5508-100-K9

5508无线局域网控制器，带100个无线接入点许可证 

7.1.91.0

OfficeExtend 600系列接入点 AIR-OEAP602I-A-K9 7.1.91.0

DMZ交换机 Catalyst 3750X WS-C3750X-24P-S

Catalyst 3750 24 10/100/1000T PoE + and IPB Image

WS-C3750X-48PF-S

Catalyst 3750 48 10/100/1000T Full PoE + and IPB Image

15.0（1）SE1

分布层 Catalyst 3750X可堆叠12端口SFP WS-C3750X-12S-S

Catalyst 3750 12 SFP + IPS映像

15.0（1）S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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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产品列表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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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Distribution Layer Catalyst 4507R+E

Dual Supervisors

Dual Power Supplies

WS-C4507R+E

Catalyst 4500 E-Series 7-Slot Chassis with 48Gbps per Slot

WS-X45-SUP7-E

Catalyst 4500 E-Series Supervisor, 848Gbps

WS-X4624-SFP-E

Catalyst 4500 E-Series 24-Port GE (SFP)

WS-X4712-SFP+E

Catalyst 4500 E-Series 12-Port 10GbE (SFP+)

15.0(2)SG1

Distribution Layer Catalyst 6500 VSS WS-C6506-E

Catalyst 6500 E-Series 6-Slot Chassis

VS-S2T-10G

Catalyst 6500 VSS Supervisor 2T with 2 ports 10GbE

WS-X6724-SFP

Catalyst 6500 24-port GigE Mod (SFP)

WS-X6816-10G-2T

Catalyst 6500 16 port 10 Gigabit Ethernet w/ DFC4

15.0(1)SY

CVO Aggregation:  
DMVPN Hub Router

Cisco 3945E CISCO3945E/K9

SL-39-DATA-K9

C3900-SPE250/K9

PWR-3900-AC

15.1(4)M2

CVO Management ArcanaNetworks MEVO L-SP-MESYSTEM=

L-SP-MEBASE-B-100=

L-SP-MEVO-100=

11.0.0.2

CVO Remote Site 
Router

Cisco 881W CISCO881W-GN-A-K9

800-IL-PM-2

CVO800-CFG

15.1(4)M2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分布层 Catalyst 4507R+E

双管理引擎

双电源

WS-C4507R+E

Catalyst 4500 E系列7插槽机箱，每端口速率为48Gbps

WS-X45-SUP7-E

Catalyst 4500 E系列管理引擎，848Gbps

WS-X4624-SFP-E

Catalyst 4500 E系列24端口GE（SFP）

WS-X4712-SFP+E

Catalyst 4500 E系列12端口万兆以太网（SFP+）

15.0（2）SG1

分布层 Catalyst 6500 VSS WS-C6506-E

Catalyst 6500 E系列6插槽机箱

VS-S2T-10G

Catalyst 6500 VSS Supervisor 2T，带2端口万兆以太网

WS-X6724-SFP

Catalyst 6500 24端口GigE Mod（SFP）

WS-X6816-10G-2T

Catalyst 6500 16端口万兆以太网，带DFC4

15.0（1）SY

CVO汇聚：

DMVPN中枢路由器

Cisco 3945E CISCO3945E/K9

SL-39-DATA-K9

C3900-SPE250/K9

PWR-3900-AC

15.1（4）M2

CVO管理 ArcanaNetworks MEVO L-SP-MESYSTEM=

L-SP-MEBASE-B-100=

L-SP-MEVO-100=

11.0.0.2

CVO远程站点路由器 Cisco 881W CISCO881W-GN-A-K9

800-IL-PM-2

CVO800-CFG

15.1（4）M2

附录A：产品列表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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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pim autorp listener
!
ip route $pgw_outside_address$ 255.255.255.255 dhcp
#if ($enable_sgw$ == “true”)
 ip route $sgw_outside_address$ 255.255.255.255 dhcp
#end

#if ($ADDR_SCHEME$ == “static”)
 no ip route $pgw_outside_address$ 255.255.255.255 dhcp
 ip route $pgw_outside_address$ 255.255.255.255 $DEF_GW$
 #if ($enable_sgw$ == “true”)
  no ip route $sgw_outside_address$ 255.255.255.255 dhcp
  ip route $sgw_outside_address$ 255.255.255.255 $DEF_GW$
 #end
#end

ip route $pgw_outside_address_2$ 255.255.255.255 dhcp
#if ($enable_sgw_2$ == “true”)
 ip route $sgw_outside_address_2$ 255.255.255.255 dhcp
#end

#if ($ADDR_SCHEME$ == “static”)
 no ip route $pgw_outside_address_2$ 255.255.255.255 dhcp
 ip route $pgw_outside_address_2$ 255.255.255.255 $DEF_GW$
 #if ($enable_sgw_2$ == “true”)
  no ip route $sgw_outside_address_2$ 255.255.255.255 dhcp
  ip route $sgw_outside_address_2$ 255.255.255.255 $DEF_GW$
 #end
#end

crypto isakmp policy 1
 encr $isakmp_encr$
 group $dh_group$ 

crypto isakmp keepalive 10
crypto isakmp nat keepalive 10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t1 $ipsec_encr$ $ipsec_hash$
 mode transport require

crypto ipsec profile cvo
 set transform-set t1 

no ip igmp snooping
ip multicast-routing

interface Tunnel0
 description DMVPN phase 3
 bandwidth 1000
 ip address $TUNNEL_IP_ADDRESS$ $tunnel_subnet$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pim sparse-mode
 ip pim dr-priority 0
 ip nhrp map multicast $pgw_outside_address$
 ip nhrp map $pgw_tunnel_address$ $pgw_outside_address$
 ip nhrp nhs $pgw_tunnel_address$
 #if ($enable_sgw$ == “true”)
  ip nhrp map multicast $sgw_outside_address$
  ip nhrp map $sgw_tunnel_address$ $sgw_outside_address$
  ip nhrp nhs $sgw_tunnel_address$
 #end
 ip nhrp authentication $nhrp_auth_key$
 ip nhrp network-id $nhrp_network_id$
 ip nhrp holdtime $nhrp_holdtime$
 ip nhrp registration no-unique
 ip nhrp shortcut

附录B：
永续DMVPN模板

附录B：永续DMVPN模板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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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nhrp redirect
 ip tcp adjust-mss 1360
 load-interval 30
 delay 1000
 qos pre-classify
 tunnel source FastEthernet4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key $tunnel_key$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cvo shared

interface Tunnel1
 description DMVPN phase 3
 bandwidth 1000
 ip address $TUNNEL_IP_ADDRESS_2$ $tunnel_subnet_2$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pim sparse-mode
 ip pim dr-priority 0
 ip nhrp map multicast $pgw_outside_address_2$
 ip nhrp map $pgw_tunnel_address_2$ $pgw_outside_address_2$
 ip nhrp nhs $pgw_tunnel_address_2$
 #if ($enable_sgw$ == “true”)
  ip nhrp map multicast $sgw_outside_address_2$
  ip nhrp map $sgw_tunnel_address$ $sgw_outside_address_2$
  ip nhrp nhs $sgw_tunnel_address_2$
 #end
 ip nhrp authentication $nhrp_auth_key_2$
 ip nhrp network-id $nhrp_network_id_2$
 ip nhrp holdtime $nhrp_holdtime_2$
 ip nhrp registration no-unique
 ip nhrp shortcut
 ip nhrp redirect
 ip tcp adjust-mss 1360
 load-interval 30
 delay 1000
 qos pre-classify
 tunnel source FastEthernet4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key $tunnel_key_2$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cvo shared

ip access-list standard dmvpn_acl
 permit $LAN_IP_ADDRESS$ $LAN_INVERSE_SUBNET$

router eigrp $eigrp_as$
 no auto-summary
 network $TUNNEL_IP_ADDRESS$ 0.0.0.0
 network $TUNNEL_IP_ADDRESS_2$ 0.0.0.0
 network $LAN_IP_ADDRESS$ 0.0.0.0
 distribute-list dmvpn_acl out

附录B：永续DMVPN模板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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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 Version 8.4(2) 
!
terminal width 511
hostname IE-ASA5540
domain-name cisco.local
enable password 8Ry2YjIyt7RRXU24 encrypted
passwd 2KFQnbNIdI.2KYOU encrypted
names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nameif inside
 security-level 100
 ip address 10.4.24.30 255.255.255.224 standby 10.4.24.29 
 summary-address eigrp 100 10.4.28.0 255.255.252.0 5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description Trunk to DMZ-3750X GigabitEthernet X/0/24
 no nameif
 no security-level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1116
 description Web server DMZ connection on VLAN 1116
 vlan 1116
 nameif dmz-web
 security-level 50
 ip address 192.168.16.1 255.255.255.0 standby 192.168.16.2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1117
 description Email Security Appliance DMZ Connection on VLAN 1117
 vlan 1117
 nameif dmz-mail
 security-level 50
 ip address 192.168.17.1 255.255.255.0 standby 192.168.17.2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1118
 description DMVPN aggregation router conenctons on VLAN 1118
 vlan 1118
 nameif dmz-dmvpn
 security-level 75
 ip address 192.168.18.1 255.255.255.0 standby 192.168.18.2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1119
 vlan 1119
 nameif dmz-wlc
 security-level 50
 ip address 192.168.19.1 255.255.255.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1123
 description Management DMZ connection on VLAN 1123
 vlan 1123
 nameif dmz-management
 security-level 50
 ip address 192.168.23.1 255.255.255.0 standby 192.168.23.2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1128
 vlan 1128
 nameif dmz-guest
 security-level 10
 ip address 192.168.28.1 255.255.252.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description LAN/STATE Failover Interfac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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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Trunk to OUT-2960S GigabitEthernet X/0/24
 no nameif
 no security-level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3.16
 description Primary Internet connection on VLAN 16
 vlan 16
 nameif outside-16
 security-level 0
 ip address 172.16.130.124 255.255.255.0 standby 172.16.130.123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3.17
 description Resilient Internet connection on VLAN 17
 vlan 17
 nameif outside-17
 security-level 0
 ip address 172.17.130.124 255.255.255.0 standby 172.17.130.123 
!
interface Management0/0
 shutdown
 nameif management
 security-level 100
 ip address 192.168.1.1 255.255.255.0 
 management-only
!
ftp mode passive
clock timezone PST -8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dns server-group DefaultDNS
 domain-name cisco.local
same-security-traffic permit intra-interface
object network internal-network
 subnet 10.4.0.0 255.254.0.0
 description The organization’s internal network range
object network dmz-networks
 subnet 192.168.16.0 255.255.248.0

 description The organization’s DMZ network range
object network internal-network-ISPa
 subnet 10.4.0.0 255.254.0.0
 description PAT traffic from inside out the primary internet 
connection
object network internal-network-ISPb
 subnet 10.4.0.0 255.254.0.0
 description PAT traffic from inside out the resilient internet 
connection
object network outside-webserver-ISPa
 host 172.16.130.100
 description Webserver on ISP A
object network dmz-webserver-ISPa
 host 192.168.16.100
 description NAT the webserver in the DMZ to the outside address 
on ISP A
object network dmz-webserver-ISPb
 host 192.168.16.100
 description NAT the webserver in the DMZ to the outside address 
on ISP B
object network outside-webserver-ISPb
 host 172.17.130.100
 description Webserver on ISP B
object network NETWORK_OBJ_10.4.28.0_22
 subnet 10.4.28.0 255.255.252.0
object network outside-esa-ISPa
 host 172.16.130.25
 description ESA on ISP A
object network dmz-esa-ISPa
 host 192.168.17.25
 description NAT the ESA in the DMZ to the outside address on ISP 
A
object network internal-dns
 host 10.4.48.10
 description DNS in the internal data center
object network internal-exchange
 host 10.4.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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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 Exchange server in the internal data center
object network internal-ntp
 host 10.4.48.17
 description NTP server in the internal data center
object network outside-dmvpn-ISPa
 host 172.16.130.1
 description DMVPN aggregation router on ISP A
object network dmz-dmvpn-1
 host 192.168.18.10
 description NAT the primary DMVPN aggregation router in the DMZ 
to ISP A
object network dmz-dmvpn-2
 host 192.168.18.11
 description NAT the resilient DMVPN aggregation rotuer in the 
DMZ to ISP B
object network outside-dmvpn-ISPb
 host 172.17.130.1
 description Resilient DMVPN aggregation router on ISP B
object network dmz-guest-network-ISPa
 subnet 192.168.28.0 255.255.252.0
object network dmz-wlc-guest-1
 host 192.168.19.10
 description Guest Anchor Wireless LAN Controller
object network internal-flex7500-1
 host 10.4.46.66
object network internal-flex7500-2
 host 10.4.46.67
object network internal-wlc-1
 host 10.4.46.64
object network internal-wlc-2
 host 10.4.46.65
object network internal-acs
 host 10.4.48.15
 description Internal ACS server
object network dmz-wlc-1
 host 192.168.19.20
 description Primary WLC to Support Office Extend APs

object network outside-wlc-1
 host 172.16.130.20
 description WLC to support Office Extend APs on ISP A
object network dmz-cvo-1
 host 192.168.18.20
 description Primary Router to Support CVO
object network outside-cvo-1
 host 172.16.130.2
 description Aggregation Router to Support CVO on ISP A
object network 5505-pool
 subnet 10.4.156.0 255.255.252.0
 description 5505 Teleworker Subnet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SERVICE_1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ftp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ftp-data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tacacs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ntp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syslog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TCP_1 tcp
 port-object eq www
 port-object eq https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SERVICE_2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domain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domain 
object-group network DM_INLINE_NETWORK_1
 network-object 10.0.0.0 255.0.0.0
 network-object 172.16.0.0 255.255.0.0
 network-object 192.168.0.0 255.255.0.0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SERVICE_3
 service-object esp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4500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isakmp 
object-group icmp-type DM_INLINE_ICMP_1
 icmp-object echo
 icmp-object echo-reply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TCP_2 tcp
 port-object eq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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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object eq https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TCP_3 tcp
 port-object eq www
 port-object eq https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SERVICE_4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1025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135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389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domain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445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49158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TCP_4 tcp
 port-object eq www
 port-object eq https
object-group network internal-wlcs
 description All internal wireless LAN controllers
 network-object object internal-flex7500-1
 network-object object internal-flex7500-2
 network-object object internal-wlc-1
 network-object object internal-wlc-2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SERVICE_5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tacacs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1812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1813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SERVICE_6
 service-object 97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16666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TCP_5 tcp
 port-object eq ftp
 port-object eq ftp-data
object-group network DM_INLINE_NETWORK_2
 network-object object dmz-networks
 network-object object internal-network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SERVICE_7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domain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bootps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domain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TCP_6 tcp
 port-object eq www
 port-object eq https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TCP_7 tcp
 port-object eq 8080
 port-object eq 8443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SERVICE_8
 service-object tcp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tacacs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1812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1813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UDP_1 udp
 port-object eq 5246
 port-object eq 5247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SERVICE_9
 service-object esp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https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4500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isakmp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3389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Permit management protocols from 
the DMZ to the internal network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object-group DM_INLINE_
SERVICE_1 192.168.23.0 255.255.255.0 object internal-network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Allow anyone to access the 
webserver in the DMZ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tcp any 192.168.16.0 
255.255.255.0 object-group DM_INLINE_TCP_1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Permit the mail DMZ to sync with 
the internal NTP server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udp 192.168.17.0 
255.255.255.0 object internal-ntp eq ntp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Permit the mail DMZ to do 
lookups on the internal DN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object-group DM_INLINE_
SERVICE_2 192.168.17.0 255.255.255.0 object internal-dn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Permit the mail DMZ to send SM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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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internal exchange server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tcp 192.168.17.0 
255.255.255.0 object internal-exchange eq smtp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Permit SMTP traffic into the 
email DMZ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tcp any 192.168.17.0 
255.255.255.0 eq smtp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Allow diagnostic traffic to the 
DMVPN aggregation router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icmp any 192.168.18.0 
255.255.255.0 object-group DM_INLINE_ICMP_1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Allow traffic to the DMVPN 
aggregation router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object-group DM_INLINE_
SERVICE_3 any 192.168.18.0 255.255.255.0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tcp 192.168.28.0 
255.255.252.0 192.168.16.0 255.255.255.0 object-group DM_INLINE_
TCP_6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object-group DM_INLINE_
SERVICE_7 192.168.28.0 255.255.252.0 object internal-dn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Deny traffic for the guest 
network to internal and dmz resource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deny ip 192.168.28.0 
255.255.252.0 object-group DM_INLINE_NETWORK_2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Allow guest traffic to the 
internet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ip 192.168.28.0 
255.255.252.0 any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udp 192.168.19.0 
255.255.255.0 object internal-dns eq bootp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object-group DM_INLINE_
SERVICE_6 192.168.19.0 255.255.255.0 object-group internal-wlc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Allow WLCs to download via FTP 
from internal server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tcp 192.168.19.0 
255.255.255.0 object internal-network object-group DM_INLINE_
TCP_5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Allow WLC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internal NTP server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udp 192.168.19.0 
255.255.255.0 object internal-ntp eq ntp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Allow WLC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AAA server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object-group DM_INLINE_
SERVICE_5 192.168.19.0 255.255.255.0 object internal-ac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Allow traffic to the DMZ DMVPN 
aggregation router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object-group DM_INLINE_
SERVICE_9 any 192.168.18.0 255.255.255.0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Deny traffic from any DMZ 
network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deny ip object dmz-networks 
any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Deny the use of telnet from the 
internal network to external network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deny tcp object internal-
network any eq telnet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remark Permit IP traffic from the 
internal network to external network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ip object internal-
network any log disable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extended permit udp any object dmz-
wlc-1 object-group DM_INLINE_UDP_1
access-list global_mpc extended permit ip any any 
access-list RA_PartnerACL remark Partners can access this 
internal host only
access-list RA_PartnerACL standard permit host 10.4.48.35 
access-list RA_SplitTunnelACL remark Internal networks
access-list RA_SplitTunnelACL standard permit 10.4.0.0 
255.254.0.0
access-list RA_SplitTunnelACL remark DMZ networks
access-list RA_SplitTunnelACL standard permit 192.168.16.0 
255.255.248.0
access-list WCCP_Redirect remark Do not WCCP redirect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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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se addresses
access-list WCCP_Redirect extended deny ip any object-group DM_
INLINE_NETWORK_1
access-list WCCP_Redirect remark WCCP redirect all other IP 
addresses
access-list WCCP_Redirect extended permit ip any any 
pager lines 24
logging enable
logging buffered informational
logging asdm informational
mtu inside 1500
mtu dmz-web 1500
mtu dmz-mail 1500
mtu dmz-dmvpn 1500
mtu dmz-wlc 1500
mtu dmz-management 1500
mtu dmz-guest 1500
mtu outside-16 1500
mtu outside-17 1500
mtu management 1500
ip local pool RA-pool 10.4.28.1-10.4.31.255 mask 255.255.252.0
failover
failover lan unit primary
failover lan interface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polltime unit msec 200 holdtime msec 800
failover polltime interface msec 500 holdtime 5
failover key *****
failover replication http
failover link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interface ip failover 10.4.24.33 255.255.255.224 standby 
10.4.24.34
monitor-interface dmz-web
monitor-interface dmz-mail
monitor-interface dmz-dmvpn
monitor-interface dmz-management
monitor-interface outside-16
monitor-interface outside-17

icmp unreachable rate-limit 1 burst-size 1
no asdm history enable
arp timeout 14400
nat (inside,outside-16) source static any any destination static 
NETWORK_OBJ_10.4.28.0_22 NETWORK_OBJ_10.4.28.0_22 no-proxy-arp 
route-lookup
nat (any,any) source static any any destination static 5505-pool 
5505-pool
!
object network internal-network-ISPa
 nat (any,outside-16) dynamic interface
object network internal-network-ISPb
 nat (any,outside-17) dynamic interface
object network dmz-webserver-ISPa
 nat (any,outside-16) static outside-webserver-ISPa
object network dmz-webserver-ISPb
 nat (any,outside-17) static outside-webserver-ISPb
object network dmz-esa-ISPa
 nat (any,outside-16) static outside-esa-ISPa
object network dmz-dmvpn-1
 nat (any,outside-16) static outside-dmvpn-ISPa
object network dmz-dmvpn-2
 nat (any,outside-17) static outside-dmvpn-ISPb
object network dmz-guest-network-ISPa
 nat (any,outside-16) dynamic interface
object network dmz-wlc-1
 nat (any,outside-16) static outside-wlc-1
object network dmz-cvo-1
 nat (any,outside-16) static outside-cvo-1
access-group global_access global
!
router eigrp 100
 no auto-summary
 network 10.4.24.0 255.255.252.0
 network 192.168.16.0 255.255.248.0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i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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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istribute static
!
route outside-16 0.0.0.0 0.0.0.0 172.16.130.126 128 track 1
route outside-17 0.0.0.0 0.0.0.0 172.17.130.126 254
route outside-16 172.18.1.1 255.255.255.255 172.16.130.126 1
route inside 0.0.0.0 0.0.0.0 10.4.24.1 tunneled
timeout xlate 3:00:00
timeout conn 1:00:00 half-closed 0:10:00 udp 0:02:00 icmp 0:00:02
timeout sunrpc 0:10:00 h323 0:05:00 h225 1:00:00 mgcp 0:05:00 
mgcp-pat 0:05:00
timeout sip 0:30:00 sip_media 0:02:00 sip-invite 0:03:00 sip-
disconnect 0:02:00
timeout sip-provisional-media 0:02:00 uauth 0:05:00 absolute
timeout tcp-proxy-reassembly 0:01:00
timeout floating-conn 0:00:00
dynamic-access-policy-record DfltAccessPolicy
aaa-server AAA-SERVER protocol tacacs+
aaa-server AAA-SERVER (inside) host 10.4.48.15
 key *****
aaa-server AAA-RADIUS protocol radius
aaa-server AAA-RADIUS (inside) host 10.4.48.15
 timeout 5
 key *****
user-identity default-domain LOCAL
aaa authentication enable console AAA-SERVER LOCAL
aaa authentication ssh console AAA-SERVER LOCAL
aaa authentication http console AAA-SERVER LOCAL
aaa authentication serial console AAA-SERVER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exec authentication-server
http server enable
http 192.168.1.0 255.255.255.0 management
http 10.4.0.0 255.254.0.0 inside
snmp-server host inside 10.4.48.35 community ***** version 2c
no snmp-server location
no snmp-server contact
snmp-server community *****
snmp-server enable traps snmp authentication linkup linkdown 

coldstart warmstart
sla monitor 16
 type echo protocol ipIcmpEcho 172.18.1.1 interface outside-16
sla monitor schedule 16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crypto ipsec ikev1 transform-set ESP-AES-256-MD5 esp-aes-256 esp-
md5-hmac
crypto ipsec ikev1 transform-set ESP-DES-SHA esp-des esp-sha-hmac 
crypto ipsec ikev1 transform-set ESP-3DES-SHA esp-3des esp-sha-
hmac
crypto ipsec ikev1 transform-set ESP-DES-MD5 esp-des esp-md5-hmac 
crypto ipsec ikev1 transform-set ESP-AES-192-MD5 esp-aes-192 esp-
md5-hmac
crypto ipsec ikev1 transform-set ESP-3DES-MD5 esp-3des esp-md5-
hmac
crypto ipsec ikev1 transform-set ESP-AES-256-SHA esp-aes-256 esp-
sha-hmac
crypto ipsec ikev1 transform-set ESP-AES-128-SHA esp-aes esp-sha-
hmac
crypto ipsec ikev1 transform-set ESP-AES-192-SHA esp-aes-192 esp-
sha-hmac
crypto ipsec ikev1 transform-set ESP-AES-128-MD5 esp-aes esp-md5-
hmac
crypto dynamic-map SYSTEM_DEFAULT_CRYPTO_MAP 65535 set ikev1 
transform-set ESP-AES-128-SHA ESP-AES-128-MD5 ESP-AES-192-SHA 
ESP-AES-192-MD5 ESP-AES-256-SHA ESP-AES-256-MD5 ESP-3DES-SHA ESP-
3DES-MD5 ESP-DES-SHA ESP-DES-MD5
crypto map outside-16_map 65535 ipsec-isakmp dynamic SYSTEM_
DEFAULT_CRYPTO_MAP
crypto map outside-16_map interface outside-16
crypto map outside-17_map 65535 ipsec-isakmp dynamic SYSTEM_
DEFAULT_CRYPTO_MAP
crypto map outside-17_map interface outside-17
crypto ca trustpoint ASDM_TrustPoint0
 enrollment self
 subject-name CN=IE-ASA5540.cisco.local
 proxy-ldc-issuer
 crl con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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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 ca certificate chain ASDM_TrustPoint0
 certificate e5035c4e
    3082026c 308201d5 a0030201 020204e5 035c4e30 0d06092a 
864886f7 0d010105
    05003048 311f301d 06035504 03131649 452d4153 41353534 
302e6369 73636f2e
    6c6f6361 6c312530 2306092a 864886f7 0d010902 16164945 
2d415341 35353430
    2e636973 636f2e6c 6f63616c 301e170d 31313038 32393231 
35313130 5a170d32
    31303832 36323135 3131305a 3048311f 301d0603 55040313 
1649452d 41534135
    3534302e 63697363 6f2e6c6f 63616c31 25302306 092a8648 
86f70d01 09021616
    49452d41 53413535 34302e63 6973636f 2e6c6f63 616c3081 
9f300d06 092a8648
    86f70d01 01010500 03818d00 30818902 818100a7 fee67ff4 
14768acb 30269b24
    53e09cce 9f7691f3 17b25250 67c7e892 6362af6a 3c7fb393 
83209a44 947bb7cb
    2a5b4cdb 8ccd87c4 1890f5b9 8c247e7c f2835887 a2d266fd 
262804a8 6c64270f
    4f6cf5a6 248208f7 9f60bc45 0ffcb8df 4806df1f 518e4b85 
2aa39e44 88455de9
    acaee96b e0f69b5b 71aa8d70 8e86a0e4 b8989b02 03010001 
a3633061 300f0603
    551d1301 01ff0405 30030101 ff300e06 03551d0f 0101ff04 
04030201 86301f06
    03551d23 04183016 8014fa32 2185c193 c80b6bc1 d1b24051 
fd6b7044 e673301d
    0603551d 0e041604 14fa3221 85c193c8 0b6bc1d1 b24051fd 
6b7044e6 73300d06
    092a8648 86f70d01 01050500 03818100 19d5cf64 3416269f 
934e5601 4e36df73
    14a8f44b 14ea0c96 70fda56d de559466 4d8fafb5 65a4bad8 
a65fe039 2553b96b
    44c54065 7dac21a6 7950b619 a2361fc5 c63ce35a bccc30b2 

4c10cb5c 7f761f31
    9b1679ef 0f69f210 a5268f88 0a09bb37 f094859a cc66d77f 
e80d0df9 22c47631
    232993bc 7d0c8851 d84b7d78 076e6d07
  quit
crypto ikev1 enable outside-16
crypto ikev1 enable outside-17
crypto ikev1 policy 10
 authentication crack
 encryption aes-256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20
 authentication rsa-sig
 encryption aes-256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30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encryption aes-256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40
 authentication crack
 encryption aes-192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50
 authentication rsa-sig
 encryption aes-192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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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 ikev1 policy 60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encryption aes-192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70
 authentication crack
 encryption aes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80
 authentication rsa-sig
 encryption aes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90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encryption aes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100
 authentication crack
 encryption 3des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110
 authentication rsa-sig
 encryption 3des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120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encryption 3des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130
 authentication crack
 encryption des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140
 authentication rsa-sig
 encryption des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crypto ikev1 policy 150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encryption des
 hash sha
 group 2
 lifetime 86400
!
track 1 rtr 16 reachability
telnet timeout 5
ssh 10.4.0.0 255.254.0.0 inside
ssh timeout 5
ssh version 2
console timeout 0
dhcpd address 192.168.1.2-192.168.1.254 management
dhcpd enable management
!
!
tls-proxy maximum-session 2000
!
threat-detection basic-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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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detection statistics access-list
no threat-detection statistics tcp-intercept
wccp 90 redirect-list WCCP_Redirect
wccp interface inside 90 redirect in
ntp server 10.4.48.17
ssl trust-point ASDM_TrustPoint0 outside-16
ssl trust-point ASDM_TrustPoint0 outside-17
webvpn
 enable outside-16
 enable outside-17
 anyconnect image disk0:/anyconnect-linux-64-3.0.3054-k9.pkg 1
 anyconnect image disk0:/anyconnect-macosx-i386-3.0.3054-k9.pkg 2
 anyconnect image disk0:/anyconnect-win-3.0.3054-k9.pkg 3
 anyconnect profiles ra_profile disk0:/ra_profile.xml
 anyconnect profiles web_security_profile disk0:/web_security_
profile.wsp
 anyconnect profiles web_security_profile.wso disk0:/web_
security_profile.wso
 anyconnect enable
 tunnel-group-list enable
group-policy 5505Group internal
group-policy 5505Group attributes
 vpn-tunnel-protocol ikev1 
 password-storage disable
 split-tunnel-policy tunnelall
 secure-unit-authentication enable
 nem enable
group-policy GroupPolicy_AnyConnect internal
group-policy GroupPolicy_AnyConnect attributes
 wins-server none
 dns-server value 10.4.48.10
 vpn-tunnel-protocol ssl-client 
 split-tunnel-policy excludespecified
 default-domain value cisco.local
 webvpn
  anyconnect profiles value ra_profile type user
group-policy GroupPolicy_Administrators internal

group-policy GroupPolicy_Administrators attributes
 banner value Your access is via an unrestricted split tunnel.
 split-tunnel-policy tunnelspecified
 split-tunnel-network-list value RA_SplitTunnelACL
 webvpn
  anyconnect profiles value ra_profile type user
group-policy GroupPolicy_Partner internal
group-policy GroupPolicy_Partner attributes
 banner value Your access is restircted to the partner server
 vpn-filter value RA_PartnerACL
 webvpn
  anyconnect profiles value ra_profile type user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w2Y.6Op4j7clVDk2 encrypted privilege 15
tunnel-group AnyConnect type remote-access
tunnel-group AnyConnect general-attributes
 address-pool RA-pool
 authentication-server-group AAA-RADIUS
 default-group-policy GroupPolicy_AnyConnect
tunnel-group AnyConnect webvpn-attributes
 group-alias AnyConnect enable
 group-url https://172.16.130.124/AnyConnect enable
 group-url https://172.17.130.124/AnyConnect enable
tunnel-group Teleworker5505 type remote-access
tunnel-group Teleworker5505 general-attributes
 authentication-server-group AAA-RADIUS
 default-group-policy 5505Group
tunnel-group Teleworker5505 ipsec-attributes
 ikev1 pre-shared-key *****
!
class-map global-class
 match access-list global_mpc
class-map inspection_default
 match default-inspection-traffic
!
!
policy-map type inspect dns preset_dns_map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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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length maximum client auto
  message-length maximum 512
policy-map global_policy
 class inspection_default
  inspect dns preset_dns_map 
  inspect ftp 
  inspect h323 h225 
  inspect h323 ras 
  inspect rsh 
  inspect rtsp 
  inspect esmtp 
  inspect sqlnet 
  inspect skinny  
  inspect sunrpc 
  inspect xdmcp 
  inspect sip  
  inspect netbios 
  inspect tftp 
  inspect ip-options 
 class global-class
  ips inline fail-close
!
service-policy global_policy global
prompt hostname context 
no call-home reporting anonymous
Cryptochecksum:520104e0c6eb2938412c572758ee6c81
: end

version 15.1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
hostname CVOAGG-3945E-1
!

boot-start-marker
boot-end-marker
!
!
enable secret 5 $1$aCns$7.1jixK6Q1QB8FDGemy1i/
!
aaa new-model
!
!
aaa group server radius acs
 server-private 10.4.48.15 auth-port 1812 acct-port 1813 key 7 
0235015819031B0A4957
!
aaa group server tacacs+ TACACS-SERVERS
 server name TACACS-SERVER-1
!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sdp-acs group acs
aaa authorization console
aaa authorization exec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network sdp-acs group acs
!
!
!
!
!
aaa session-id common
!
clock timezone PST -8 0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
no ipv6 cef
ip source-route
!
!
ip c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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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vrf INET-PUBLIC
 rd 65520:1
!
ip multicast-routing
!
!
ip domain name cisco.local
ip host cvo-cs 10.4.32.246
ip host OpsXML 10.4.48.29
!
multilink bundle-name authenticated
!
!
!
crypto pki server cvo-cs
 database level complete
 database archive pkcs12 password 7 110A1016141D5A5E57
 issuer-name cn=cvo-cs,ou=cvo
 grant auto
 auto-rollover
crypto pki token default removal timeout 0
!
crypto pki trustpoint TP-self-signed-526531848
 enrollment selfsigned
 subject-name cn=IOS-Self-Signed-Certificate-526531848
 revocation-check none
 rsakeypair TP-self-signed-526531848
!
crypto pki trustpoint cvo-cs
 revocation-check crl
 rsakeypair cvo-cs
!
crypto pki trustpoint cvo-pki
 enrollment url http://cvo-cs:8000
 serial-number
 ip-address none
 password 7 082F43400C

 revocation-check crl
 authorization list sdp-acs
 auto-enroll 75
!
!
!
crypto pki certificate map DMVPN 10
 issuer-name co cvo-cs
 unstructured-subject-name co cisco.local
!
crypto pki certificate chain TP-self-signed-526531848
 certificate self-signed 01
  30820229 30820192 A0030201 02020101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5050030
  30312E30 2C060355 04031325 494F532D 53656C66 2D536967 6E65642D 
43657274
  69666963 6174652D 35323635 33313834 38301E17 0D313131 31323832 
32333833
  335A170D 32303031 30313030 30303030 5A303031 2E302C06 03550403 
1325494F
  532D5365 6C662D53 69676E65 642D4365 72746966 69636174 652D3532 
36353331
  38343830 819F300D 06092A86 4886F70D 01010105 0003818D 00308189 
02818100
  DCB817F9 90FDCDE1 16BCBD2F BF26F0FD 224A1213 7E61FE77 9676AB68 
DFD411DF
  0BE67687 71BFA66D A70D4BA9 85F5E718 809E5AB1 482BA738 B0477F15 
8D455523
  0DF6557C 8785C3ED C5E0FA4F E6E40978 B2746BBC 860134A5 1CE49F22 
E06408D5
  FBA13130 3FCA37F5 6BC28AB0 253450AD 3E078391 D83889B8 6970A6AF 
B3535863
  02030100 01A35330 51300F06 03551D13 0101FF04 05300301 01FF301F 
0603551D
  23041830 1680147F C0E85DF6 52CE197B 0F8FBFE2 A849B755 99D68030 
1D060355
  1D0E0416 04147FC0 E85DF652 CE197B0F 8FBFE2A8 49B75599 D6803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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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92A86
  4886F70D 01010505 00038181 009F00F0 38F28B0F 57532DD8 D447D238 
FF20E260
  96982CF7 1417D611 1AD5D949 565D0B3B 2B9275B4 9B95A7BE CB9EC112 
963D27E4
  EC66AAB0 7A33C35F 0AFE7371 2EEC5C7A 03CFDB1A 41FD769D 18CBE808 
1ED72E23
  0F33C109 10E15FFD 254402F4 D4A698C2 ADC3BBA3 EB325B99 43E73F6B 
93D13521
  54F1329E 6163E702 2F88ABDC 33
        quit
crypto pki certificate chain cvo-cs
 certificate ca 01
  30820217 30820180 A0030201 02020101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4050030
  1F310C30 0A060355 040B1303 63766F31 0F300D06 03550403 13066376 
6F2D6373
  301E170D 31313131 32383232 34303532 5A170D31 34313132 37323234 
3035325A
  301F310C 300A0603 55040B13 0363766F 310F300D 06035504 03130663 
766F2D63
  7330819F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1050003 818D0030 81890281 
8100BD14
  41D2D72C A48938D5 8AB45971 EA66928E C0B620A4 EA8D7E36 E7BC6AE4 
8F6BC17D
  3DDA8231 343F209C AC4AF4E2 7B4D1068 B2200F46 41E8BFFE 7B395522 
7C588DDC
  341CF1EF 027D3BE8 C7C25CFC D657F75B 09A08C5D 1E60BC64 1ECF6452 
12E49A67
  A9BF3E54 689CCE3F 022B0C5A DEBFD784 E013BE9F CF3F0ED2 7802B5F6 
E1770203
  010001A3 63306130 0F060355 1D130101 FF040530 030101FF 300E0603 
551D0F01
  01FF0404 03020186 301F0603 551D2304 18301680 149C5E56 BD199D91 
18CB3C6F
  CB31C3F8 CD99CA4A E9301D06 03551D0E 04160414 9C5E56BD 199D9118 
CB3C6FCB

  31C3F8CD 99CA4AE9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4050003 81810020 
76C42DBC
  8FFE9CDC C489B3E3 7D180E4B 46446BF3 E6D0588F 38FE9C70 6F1006ED 
7AE60BAC
  6FE8EF17 D0864013 6E9F42FF 0DAA152A 39DEFA4F A3B99843 7EBF2A2E 
100465FA
  AB1F8F63 B6EF6A8A DCA63CE5 8EF71D78 B37BFA7C 993F2C43 74155CE5 
6C134B22
  018BC277 422BEC7E D4098747 2C327531 FCA7D4EE F9E33EC0 47CDD4
        quit
crypto pki certificate chain cvo-pki
 certificate 02
  308201DF 30820148 A0030201 02020102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5050030
  1F310C30 0A060355 040B1303 63766F31 0F300D06 03550403 13066376 
6F2D6373
  301E170D 31313131 32383232 34323138 5A170D31 32313132 37323234 
3231385A
  303F313D 30120603 55040513 0B465458 31343339 4148384E 30270609 
2A864886
  F70D0109 02161A43 564F4147 472D3339 3435452D 312E6369 73636F2E 
6C6F6361
  6C305C30 0D06092A 864886F7 0D010101 0500034B 00304802 4100BF3B 
8438FA8F
  1FAE6BC5 C80F639B 795B68B3 EFDEED2F F895B4CD 532F9F79 B97278D8 
90AA5C18
  5D03A50B BB5580CE 98A16E69 6CBB0796 CC863FDA 9D2242E5 FE530203 
010001A3
  4F304D30 0B060355 1D0F0404 030205A0 301F0603 551D2304 18301680 
149C5E56
  BD199D91 18CB3C6F CB31C3F8 CD99CA4A E9301D06 03551D0E 04160414 
ACC7E656
  8777D8DD EE546EFF 649BD4AD 51DBF392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5050003
  81810096 C73EB800 DA62AFB6 4844C481 D4726761 5192C054 68FCFB45 
0E7BD2FA
  0FBBFF7A ECA1DD80 7735BE27 648ADB66 AB4CA67D B5B66D8B DAF669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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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560B38
  4F03FE3D D4305242 3DA9DA6D 448E4E13 44240E1B 974F279D 8D8DFF39 
2CDA483C
  6453890F 3B104B0A 898CA3F1 30EF94B6 5B16AA62 DE36A7D0 599A7EBA 
8821FF51 3998F3
        quit
 certificate ca 01
  30820217 30820180 A0030201 02020101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4050030
  1F310C30 0A060355 040B1303 63766F31 0F300D06 03550403 13066376 
6F2D6373
  301E170D 31313131 32383232 34303532 5A170D31 34313132 37323234 
3035325A
  301F310C 300A0603 55040B13 0363766F 310F300D 06035504 03130663 
766F2D63
  7330819F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1050003 818D0030 81890281 
8100BD14
  41D2D72C A48938D5 8AB45971 EA66928E C0B620A4 EA8D7E36 E7BC6AE4 
8F6BC17D
  3DDA8231 343F209C AC4AF4E2 7B4D1068 B2200F46 41E8BFFE 7B395522 
7C588DDC
  341CF1EF 027D3BE8 C7C25CFC D657F75B 09A08C5D 1E60BC64 1ECF6452 
12E49A67
  A9BF3E54 689CCE3F 022B0C5A DEBFD784 E013BE9F CF3F0ED2 7802B5F6 
E1770203
  010001A3 63306130 0F060355 1D130101 FF040530 030101FF 300E0603 
551D0F01
  01FF0404 03020186 301F0603 551D2304 18301680 149C5E56 BD199D91 
18CB3C6F
  CB31C3F8 CD99CA4A E9301D06 03551D0E 04160414 9C5E56BD 199D9118 
CB3C6FCB
  31C3F8CD 99CA4AE9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4050003 81810020 
76C42DBC
  8FFE9CDC C489B3E3 7D180E4B 46446BF3 E6D0588F 38FE9C70 6F1006ED 
7AE60BAC
  6FE8EF17 D0864013 6E9F42FF 0DAA152A 39DEFA4F A3B99843 7EBF2A2E 
100465FA

  AB1F8F63 B6EF6A8A DCA63CE5 8EF71D78 B37BFA7C 993F2C43 74155CE5 
6C134B22
  018BC277 422BEC7E D4098747 2C327531 FCA7D4EE F9E33EC0 47CDD4
        quit
license udi pid C3900-SPE250/K9 sn FOC14373A5X
!
!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7 121A0C0411045D5679
!
redundancy
!
!
!
!
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ip ssh version 2
!
class-map match-any DATA
 match  dscp af21
class-map match-any INTERACTIVE-VIDEO
 match  dscp cs4  af41
class-map match-any CRITICAL-DATA
 match  dscp cs3  af31
class-map match-any VOICE
 match  dscp ef
class-map match-any SCAVENGER
 match  dscp cs1  af11
class-map match-any NETWORK-CRITICAL
 match  dscp cs2  cs6
 match access-group name ISAKMP
!
!
policy-map WAN
 class VOICE
  police rate percent 10
  priority
 class INTERACTIV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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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e rate percent 23
 class CRITICAL-DATA
  bandwidth percent 15
  random-detect dscp-based
 class DATA
  bandwidth percent 19
  random-detect dscp-based
 class SCAVENGER
  bandwidth percent 5
 class NETWORK-CRITICAL
  bandwidth percent 3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percent 25
  random-detect
!
!
!
crypto provisioning registrar
 pki-server cvo-cs
 template http welcome http://OpsXML/mevo/sdp/2-sdp_welcome.html
 template http completion http://OpsXML/mevo/sdp/4-sdp_
completion.html
 template http introduction http://OpsXML/mevo/sdp/3-sdp_
introduction.html
 template http start http://OpsXML/mevo/sdp/1-sdp_start.html
 template http error http://OpsXML/mevo/sdp/sdp_error.html
 template config http://OpsXML/mevo/Configs/$n_Bootstrap.cfg
 template username Administrator password 7 130646010803557878
 authentication list sdp-acs
 authorization list sdp-acs
!
crypto isakmp policy 10
 encr aes 256
 group 2
crypto isakmp profile FVRF-ISAKMP-INET-PUBLIC
   match certificate DMVPN
!

!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esp-aes 256 esp-
sha-hmac
 mode transport
!
crypto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
 set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set isakmp-profile FVRF-ISAKMP-INET-PUBLIC
!
!
!
!
!
!
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10.4.32.246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Tunnel10
 bandwidth 10000
 ip address 10.4.160.1 255.255.254.0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pim nbma-mode
 ip pim sparse-mode
 ip hello-interval eigrp 202 20
 ip hold-time eigrp 202 60
 ip nhrp authentication cisco123
 ip nhrp map multicast dynamic
 ip nhrp network-id 101
 ip nhrp holdtime 600
 ip nhrp redirect
 ip tcp adjust-mss 1360
 no ip split-horizon eigrp 202
 tunnel source GigabitEthernet0/3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ke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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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nel vrf INET-PUBLIC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
!
interface Port-channel30
 ip address 10.4.32.6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hold-queue 150 i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no ip address
 duplex auto
 speed auto
 channel-group 3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no ip address
 duplex auto
 speed auto
 channel-group 3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ip address
 shutdown
 duplex auto
 speed auto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3
 ip vrf forwarding INET-PUBLIC
 ip address 192.168.18.20 255.255.255.0
 duplex auto
 speed auto
 no cdp enable
!
!
router eigrp 100
 network 10.4.32.4 0.0.0.3

 network 10.4.32.246 0.0.0.0
 redistribute eigrp 202 route-map SET-ROUTE-TAG-DMVPN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30
 eigrp router-id 10.4.32.246
!
!
router eigrp 202
 network 10.4.160.0 0.0.1.255
 redistribute eigrp 100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Tunnel10
 eigrp router-id 10.4.32.246
!
ip forward-protocol nd
!
ip pim autorp listener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ip http server
ip http port 3389
ip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ip http secure-server
!
ip route vrf INET-PUBLIC 0.0.0.0 0.0.0.0 192.168.18.1
ip tacacs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SAKMP
 permit udp any eq isakmp any eq isakmp
!
ip radius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
!
!
!
route-map SET-ROUTE-TAG-DMVPN permit 10
 match interface Tunnel10
 set tag 6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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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0
tacacs server TACACS-SERVER-1
 address ipv4 10.4.48.15
 key 7 15210E0F162F3F0F2D2A
!
!
!
control-plane
!
!
!
line con 0
 logging synchronous
line aux 0
line vty 0 4
 transport input ssh
line vty 5 15
 transport input ssh
!
scheduler allocate 20000 1000
ntp source Loopback0
ntp update-calendar
ntp server 10.4.48.17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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