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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章节讨论CT5760无线控制器部署指南的目的、读者群、约定和组织架构，并提供有关思科IOS软件文档

的基本信息。您能够在您产品随附的CD-ROM中找到思科额外的文档和文献资料。作为思科网络连接家族

的一员，CD-ROM文件每个月都会被更新。因此，它可能比打印的文档更新。您可以联系您本地的销售代

表或者电询客户服务来获取额外的CD-ROM文件。CD-ROM可以是单独的文件包，也可以按年订购。 

 

目的 
 

本文档介绍在思科统一接入架构下，部署两种全新的无线控制器的一般部署指南。文档的目的在于： 

•提供思科创新的下一代无线控制器5760和下一代Catalyst有线无线交换机3850的概述。 

•提供针对集中化接入部署的设计建议和部署考虑。 

 

 

读者群 
 

本文档主要面向那些配置和维护路由器，但是并不熟悉任务，任务之间的关系或者配置VoIP的命令的用户。 

此外，本文档面向那些对IP以及电话网络有一定了解的用户。 

 

思科IOS软件文档 
 

除了本文档提供的信息，你还可以参考思科IOS的文档集。思科IOS软件文档被分为9个模块和两大索引。每

个模块包括两本书：一本配置手册和一本相对应的命令参考手册。配置手册中的章节主要描述协议，配置

任务和思科IOS软件的功能，并且包括综合的配置实例。命令参考手册中的章节主要提供完整的命令语法信

息。每本配置手册都能够与相对应的命令参考手册一起使用。 

 

组织 
本章节描述本文档中每个章节的内容。 

 



表1 组织 

 

章节 标题 描述 

第一章 产品概述 无线控制器概述 

第二章 支持的功能特性 支持的功能特性概述 

第三章 移动架构 新移动架构下的移动组件概述 

第四章 移动性设计和配置 配置WLC5760，WLC5508和

Catalyst 3850的混合模式 

第五章 自带设备(BYOD)安全配置 个人设备的增值自服务描述 

第六章 安全WLAN配置 配置Catalyst 3850/WLC5508 

第七章 无线资源管理配置 无线资源管理(RRM)软件 

第八章 CleanAir CleanAir智能频谱解决方案 

第九章 高可用性 高可用性概述 

第十章 接口组 接口组概述 

第十一章 组播配置 组播配置概述 

第十二章 QoS配置 WLC5760无线控制器上的思科IOS

软件介绍 

 

命令语法约定 
 
表2 描述了在这个文档中使用的命令的语法 

 

表2 命令语法指南 

 

约定 描述 

粗体字 命令和关键字 

斜体字 提供给您的命令输入 

[ ] 方框内的关键字是可选的 

{x|x|x} 方框内由竖线分隔的可选关键字(由x表示)。您必须

要选择一个。 

^ or Ctrl 代表Ctrl按键。例如，当您看到^D或者Ctrl-D时，您



应该在输入D的同时按住Ctrl键。 

屏幕字体 显示在屏幕上的信息的示例。 

粗屏幕字体 你必须要输入的信息示例 

< > 非打印字符，例如密码，会显示在尖括号中。 

[ ] 系统提示的默认响应会显示在方括号中。 

 
  



 

 

 

产品概述 
 

本章节提供两个新无线控制器的概述： 

 

统一接入CT5760无线控制器 
 

CT5760无线控制器(WLC)是第一款由智能ASIC构建的基于思科IOS软件的无线控制器，主要部署在下一代

统一无线架构中，作为集中化的无线控制器。CT5760无线控制器特别设计为类似传统的统一模式的集中化

无线控制器。它也支持无线架构中下一代无线3850交换机的新的移动功能。 

 

CT5760无线控制器部署在核心交换机/路由器之后。核心交换机/路由器在网络中仅仅作为无线控制器的网

关。连接到核心交换机的上行接口被配置为以太网通道中继来保证接口的冗余性。新无线控制器是一个扩

展性强，高性能的无线控制器，可以扩展到控制 1000 个无线接入点和 12,000 个用户。无线控制器拥有 6 个 

10Gbps 数据端口。  

 

作为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一个组件的，5760 系列无线控制器结合思科 Aironet 无线接入点、思科 Prime 

Infrastructure 网管系统、以及思科 MSE（移动服务引擎）支持关键业务的无线数据、语音和视频应用程序。

参见图 1-1 的无线控制器 5760 概述。 

 

图 1-1：无线控制器 5760 概述 

 

  



 
 

统一接入 Catalyst 3850 交换机  
 

统一接入 Catalyst3850 交换机是一种基于 ASIC 芯片的灵活设备，它能够支持多种协议并且相比目前的硬件

平台具有许多的优势。Catalyst3850 交换机具有集成的基于硬件的无线功能，能够支持控制和配置 

无线接入点(CAPWAP)协议及其分片机制。它也具有 40GB 的无线上行带宽，所有端口可以工作在线速。 

 

Catalyst 3850 交换机提供开放业务平台。它拥有 4 核 CPU 来支撑操作系统（OS）和多种业务的能力。

Catalyst 3850 硬件是下一代交换机硬件。 

 

统一接入 Catalyst 3850 交换机拥有融合的有线和无线的架构。无线的操作系统基于思科 IOS®软件。统一接

入 Catalyst 3850 交换机提供统一的有线和无线策略。每一个堆叠可以支持 50 个无线接入点并支持 2000 个

无线用户。图 1-2 显示了 Catalyst 3850 的平台简介。 

 

具体推荐配置的细节参考 Catalyst 3850 配置向导。 

 

图 1-2：新一代 Catalyst 3850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2686/products_installation_and_configuration_guides_list.html


 

 

支持的功能特性 
 

CT5760 无线控制器是一个业界领先的平台，支持802.11ac的高性能，提供最大服务能力、关键任务无线网

络的高扩展性。通过增强型软件可编程 ASIC 它提供了广泛的功能，如表 2-1 所示。 

 

表2-1 思科 5760无线控制器功能特性 

功能 获益 

扩展性 •支持 1000 个无线接入点和使用关键无线业务的 12,000 个无线用户 。 

•无与伦比的无线可扩展性方案，它包括与众多无线控制器组网，可以支持多达 

72,000 个无线接入点和 864,00 个无线用户。  

高性能 •针对 802.11ac 标准的优化。  

• 6 个 10G 接口采用思科的 SFP+（小型可插拔接口）上连接口。  

•基于硬件处理功能提供高达 60Gbps 的吞吐量，包括可下载访问控制列表

（ACL），细粒度服务质量（QoS）队列，公平算法，NetFlow v9 等等。  

高可靠性 •融合访问部署模式提供分层的网络设计结构，从而把故障降低到最低。因此，

它提供更高的弹性。Catalyst 3850 系列交换机支持堆叠内的基于状态的自动故障

切换（AP SSO），无线用户可以很快的恢复工作。 

•在集中式部署模式（也称为本地模式）中的 CT5760 支持 1+1 和 N+1部署弹

性。 

•多链路汇聚（LAG）能够防止链路失效，保证最佳网络连通性。  

基于思科 IOS®软件的无

线控制器  

•高认可度的安全思科 IOS®操作系统。  

•著名的思科 IOS®软件命令行允许客户利用现有的运维管理系统。  

•思科丰富的 NetFlow 生态系统提供给客户报表，监控，分析，故障排查无线网

络的能力。 

ClientLink 2.0 •思科 ClientLink 2.0 技术增强所有移动设备的下行链路能力，包括802.11n 的 1 

路,2 路,3 路空间数据流设备，并且增强例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



电池生命周期。 

CleanAir •思科 CleanAir™技术提供主动的高速率频谱智能，解决由于无线干扰带来的性能

问题。 

无线射频（RF）管理 •整合系统级的思科 CleanAir™技术，提供影响网络性能的射频干扰的实时和历史

信息。 

全面的端到端安全 •提供 CAPWAP 数据传输层安全（DTLS 加密），保证无线接入点和无线控制器

之间以及无线控制器间的数据加密传输。 

高性能视频  •针对有线和无线用户的优化视频流传输。  

•支持思科 VideoStream 技术，优化在 WLAN 中传输关键业务的组播视频应用。 

端到端语音 •通过消息，签到，会议支持更优化的协作统一通信。  

•支持所有思科统一通信无线 IP 电话，提供高性价比的实时语音业务。  

高级QoS •模块化的 QoS CLI 配置，提供给有线和无线 QoS 的统一配置 CLI。 

•每无线接入点（AP）、服务标示符（SSID）、无线电和用户的细粒度QoS 策

略。  

•无线接入点上无线用户的公平带宽分配。 

•利用思科 IOS®软件和 ASIC 技术提供线速转发性能。  

高级ACL •通过可下载 ACL 简化和集中安全策略。 

•使用硬件处理 ACL 提供线速性能。 

Flexible Netflow v9  • Flexible Netflow 提供无线用户的全网络可见性。 

环保责任 •在非峰值负荷时间，机构可以关闭无线电以节省电力。  

•整合无线控制器从而避免在网络中部署多台设备。  

移动性和安全性 •安全，可靠的无线连接性和客户的一致性体验。  

•通过主动阻塞已知危险提高网络可用性。  

IPv6 •支持在接口上配置 ipv6 地址，使用 show 命令查看和故障排查。  

•硬件处理 IPv6 ACL 提供线速转发性能。  

 

参考思科 5760 系列无线控制器页面和产品手册可获得全面功能和技术参数。 

 

思科无线控制器对比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2598/index.html


 

下表罗列了思科大规模无线控制器的参数对比：  

 

表 2-2: 思科无线控制器参数对比  

 

 8500 7500 5500 WiSM 5760 

部署类型 企业 

大型园区+ 

运营商 Wi-Fi  

集中站点无线

控制器，大量

的无无线控制

器分支结构  

企业园区和全

业务分支机构  

企业园区 大型园区 

 

运行模式 本地模式，

FlexConnect 

模式，无线网 

状网模式  

仅FlexConnect  

模式 

本地模式， 

FlexConnect 

模式，无线网 

状网模式  

本地模式，

FlexConnect 

模式，无线网 

状网模式 

集中式（本地

模式）或者融

合接入方式  

最大规模 6000 APs 

64,000客户端 

6000 APs 

64,000客户端 

500 APs 

7000客户端 

1000 APs 

15,000客户端 

1000 APs 

12,000客户端 

无线接入点数

量范围 

300-6k APs 300-6k APs 12-500 APs 100-1000 APs 1-1000 APs 

授权许可证 使用权（最终

用户许可协

议） 

使用权（最终

用户许可协

议） 

 基于 CISL（无

变化）  

基于 CISL（无

变化）  

使用权（最终

用户许可协

议） 

连接性 2x10G ports 端

口 

2x10G ports 端

口 

8x1G ports 端口 内部连接到

Catalyst 交换机

背板 

6x10G ports 端

口 

电源 AC/DC双冗余 AC/DC双冗余 AC（冗余 PSU

选项）  

AC/DC Catalyst 

机箱（冗余 

PSU 选项） 

AC（冗余PSU

选项）  

最大的

FlexConnect组

数量  

2000 2000 100 100 N/A 

每FlexConnect

组的最大无线

接入点个数 

100 100 25 25 N/A 

可管理的最大 24,000 24,000 2000 4000 4000 



非法无线接入

点数量 

可管理的最大

非法客户端数

量 

32,000 32,000 2500 5000 5000 

最大 RFID 数量  50,000 50,000 5000 10,000 10,000 

每 RRM 组的最

大无线接入点

数量  

6000 6000 1000 2000 2000 

最大无线接入

点组数量 

6000 6000 500 500 1000 

最大接口组数

量 

512 512 64 64 64 

每接口组下的

最大接口数量 

64 64 64 64 64 

支持的最大

VLAN 个数  

4095 4095 512 512 4096 

支持的最大

WLAN 个数  

512 512 512 512 512 

支持快速安全

漫游（FSR）用

户数量 

64,000 64,000 64,000 64,000 64,000 

 

 

使用思科 IOS®软件 CLI 命令的新操作系统 
 

CT5760无线控制器使用和思科交换机、路由器相同的IOS®软件CLI命令。新的无线CLI命令已被加入到现

有思科IOS®命令中。更详细的无线思科IOS®命令参见思科5700系列无线控制器命令参考文档。 

 

授权许可证 
 

授权许可证是基于 RTU 模型（针对 Catalyst 3850 和 CT5760 的每个无线接入点许可证价格）。无线接入点

授权许可证在移动无线控制器（mobility controller）上启用。移动无线控制器可以是 Catalyst 3850 交换机，

CT5760，5500 或 WiSM2。针对移动代理功能（即 mobility agent，在交换机上终结CAPWAP）不需要独立

的授权许可证。如果使用 5500/WiSM2 作为移动无线控制器，可以继续使用之前的无线接入点授权许可证。

无线接入点授权许可证在 Catalyst 3850 和 CT5760, Catalyst 3850和 Catalyst 3850, 以及 CT5760 和 CT5760 之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2598/prod_command_reference_list.html


间通用。更多信息请参见思科 RTU 许可证 FAQ。  

 

软件发布号 
 

发布的第一款 5760 软件是思科 IOS XE 3.2.0SE。 
 

支持的平台 
 

无线控制器 

•融合接入模式：CT5760, CT5508, WS-SVC-WISM2, 3850 

•集中模式： CT5760,WiSM2,CT5508 

无线接入点 

• 1040, 1140, 1260, 1600, 2600, 3500, 3600 

思科Prime 2.0(在2013年五月发布) 

•物理设备和虚拟设备  

移动服务引擎(MSE) 

• MSE 3300 和虚拟 MSE 设备上的 7.4 版本软件  

身份认证服务引擎(ISE) 

• ISE 3315、3355、3395 和虚拟设备上的 1.1.1 版本软件 

 

统一接入部署模式 
 

介绍完 CT5760 和 Catalyst3850，在思科统一接入架构中总共有两种部署模式：集中和融合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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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部署模式 
 

集中部署模式(无线控制器上以往也称为本地模式)目前被应用在思科统一无线网络(CUWN)解决方案中的多

个地方，为有线和无线网络提供连接性。当前 CUWN 通过隧道集中地将用户流量传输到无线控制器 (数据

平面和控制平面) ，同时实现整个系统的信道和发射功率分配、非法设备检测、防范安全攻击和干扰、处理

漫游等。 

 

图 2-1 集中部署模式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wireless/ps6302/ps8322/ps12598/qa_c67-726397.html


 
 

融合接入模式 
 

融合接入模式是当前无线部署的一个巨大演进，它为移动性提供了另外一种部署模式。对于融合接入模 

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设计区别： 

• Catalyst 3850 作为移动代理终结连接本地无线接入点的 CAPWAP 隧道。 

• Catalyst 3850 作为移动无线控制器，控制其他小型部署中的移动代理交换机。  

•通过交换机对等体组（switch peer group - SPG）处理二层/三层漫游。  

•在 SPG 中的移动代理以网状模式逻辑互连（SPG 生成时自动创建）。  
 

图2-2 融合接入部署模式 



 
 

融合接入的组件 
 

了解下面组件从而理解融合接入模式，这些组件如图 2-3所示。 

1.物理实体 

•移动代理（Mobility Agent） – 终结无线接入点的 CAPWAP 隧道。  

•移动无线控制器（Mobility Controller） – 在子域内或子域之间管理移动性。  

•移动性圣域（Mobility Oracle） – 移动无线控制器的超集，允许域内可扩展的移动性管 

理。  

2.逻辑实体 

•移动组（Mobility Groups） – 将移动无线控制器合成组是为了增强漫游，无线频率管理等功能。  

•交换对等体组（Switch Peer Group） –将漫游流量本地化控制在它的分布区域中。  

2-9 
图2-3 融合接入-部署概述 



 
 

本部署指南重点在于使用思科 IOS®软件来配置 CT5760 的功能。关于 Catalyst 3850 有线/无线融合交换机及

其部署场景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atalyst 3850 部署/配置指南页面。  

 

部署基础：端口，接口，WLAN 
 

本节涵盖 CT5760 的端口，接口和 WLAN的信息。  

 

关于端口的信息 
 

端口是一个物理实体，用来在无线控制器平台上提供连接。无线控制器有两种端口：分布系统端口和服务

端口。CT5760 无线控制器上可用端口如图 2-4 所示：  

 

图2-4 CT5760无线控制器-正面和背面视图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2686/products_installation_and_configuration_guides_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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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端口（服务端口）（RJ-45） 
 

思科 576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有一个 10/100/1000 铜缆以太网管理口(GE 0/0)。管理端口被预留出来做无线控制

器的带外管理、系统恢复以及在网络失效下的维护。  

 

控制台端口(RJ-45)和 B 类 Mini USB 端口 
 

CT5760 无线控制器有两个控制台端口：RJ45 和 B类Mini USB端口。  
 

注意：你仅可以使用一个控制台端口（RJ-45 或 mini USB）。当你使用其中一个控制台端口，另一个就被

禁用。  

 

USB 端口 0（A 类）：  
 

思科 5760 系列无线控制器上的 USB 控制台端口通过使用 A 类转 5 针 mini B 类的线缆直接连接到 PC的 

USB 接口。  

 

SFP 分布系统端口 1-6：  
 

思科 5760 无线控制器有 6 个 10GE 以太网分布系统端口，通过这些端口无线控制器可以管理多个无线接入

点。思科 5760 无线控制器支持最大 1000 个无线接入点，并且每个端口支持的无线接入点数量没有限制。

但是，思科推荐使用链路汇聚（LAG）或者 EtherChannel 进行自动负载均衡。LAG在本文另一章节会有介

绍。支持 10GE 端口的 SFP 序列号在表 2-3 中列出： 

  

表 2-3：支持的 10GE 端口的 SFP 序列号 

SFP+/SFP (仅支持思科 SFPs) • SFP-10G-ER, 

• SFP-10G-LR, 

• SFP-10G-SR, 



• SFP-10G-LRM, 

• SFP-H10GB-CU1M 

• SFP-H10GB-CU3M 

• SFP-H10GB-CU5M 

• GLC-BX-D, 

• GLC-BX-U, 

• GLC-SX-MM, 

• GLC-SX-MMD, 

• GLC-T, 

• GLC-LH-SM, 

• GLC-ZX-SM, 

• CWDM-SFP, 

• DWDM-SFP, 

• SFP-GE-L, 

• SFP-GE-S, 

• GLC-LH-SMD, 

• GLC-EX-SMD, 

• GLC-GE-100FX 

 

关于接口的信息 
 

接口是无线控制器上逻辑实体。下一代无线控制器包含多个接口，这些接口应该被配置为如下：  

1.无线管理接口(可以启动时配置，强制要求配置) 

无线管理接口是让无线接入点能够发现无线控制器并进行移动性和无线资源管理（RRM）的接口。这个接

口同时也被用来进行带内管理：Telnet/SSH CLI, SNMP 和 WebGUI。  

2. VLAN 

可以被当作动态接口（dynamic interfaces），WLAN 流量会映射上去。  

 

关于WLANs的信息 
 

WLAN 将服务集标识符（SSID）与 VLAN 接口关联。在其上配置安全，服务质量（QoS），无线策略和其

他无线网络参数。每个无线控制器上最多可以配置 512 个 WLANs。WLANs直接被映射到 VLANs，VLANs 

可以被映射到物理接口上。  

 



注意：思科推荐为 WLAN 和管理接口分配不同的 VLAN 集，保证无线控制器正确将 VLAN 流量路由出 

去。  

 

无线接入点加入无线控制器的发现过程  
 

在 CAPWAP 环境中，轻量级无线接入点使用 CAPWAP 发现机制找到无线控制器，然后发送加入请求。无

线控制器向无线接入点发送 CAPWAP 加入回应允许无线接入点加入无线控制器。当无线接入点加入无线控

制器后，无线控制器管理无线接入点的配置、固件、控制事务和数据事务。 

 

在网络中无线接入点成为可用之前必须要被无线控制器发现。轻量级无线接入点支持如下无线控制器发现

过程： 

•三层 CAPWAP 发现：这个特性可以在无线接入点上所处的多个子网启动，可以使用 IP 地址和 UDP包，而

不是用于二层发现的 MAC 地址。 

•本地存储无线控制器 IP 地址的发现：如果无线接入点之前关联到一个无线控制器，则主无线控 

制器、第二、第三无线控制器的 IP 地址存储在无线接入点的非易失内存中。在无线接入点上为后续部署而

存储无线控制器 IP 地址的过程叫做初始化（priming）无线接入点。  

•通过 DHCP 服务器发现：此功能使用 DHCP 43 选项为无线接入点提供无线控制器的 IP 地址。思科交换机

可以启用支持这种能力的 DHCP 服务器。想了解更多 DHCP 43 选项的信息，访问在轻量级无线接入点上配

置 DHCP 43 选项文档。  

•通过 DNS 发现：无线接入点可以通过 DNS 发现无线控制器。你必须在 DNS 上配置返回域名CISCO-

LWAPP-CONTROLLER.localdomain的IP 地址，localdomain 是无线接入点的域名。当无线接入点从DHCP 服

务器收到 IP 地址和 DNS 信息，它访问 DNS 来解析CISCO-CAPWAP-CONTROLLER.localdomain或者

CISCO-LWAPP-CONTROLLER.localdomain。当 DNS 发送一系列无线控制器的 IP 地址给无线接入点后，无

线接入点向无线控制器发送发现请求。 

 

链路汇聚/负载均衡/端口冗余 
 

思科 5760 无线控制器每个端口上无线接入点数量没有限制，但是思科建议在每个 10GE 端口上使用LAG 或 

EtherChannel 提供自动负载均衡。在 CT5760 无线控制器的 IOS®软件中配置 EtherChannels 可以完成 LAG 

的功能。通过使用EtherChannels 无线控制器可以动态管理端口冗余以及无线接入点负载均衡，对客户是透

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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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汇聚信息  
 

LAG 是 802.3ad 端口汇聚标准的部分实现。它把无线控制器分布系统的端口整合到单一的 802.3ad 端口通道，

从而减少分配在无线控制器端口上的 IP 地址。当启用 LAG 时，系统可以动态管理端口冗余以及无线接入

点负载均衡，对客户是透明的。 

 

LAG 简化了无线控制器的配置，因为无需分别在每个接口上配置主端口和第二端口。如果无线控制器的任

一端口出现错误，流量被自动迁移到另一个端口。只要无线控制器上有一个端口正常工作，系统就能持续

运行，无线接入点也能连接到网络中并且无线用户可以持续收发数据。 

 

多个LAGs 
 

CT5760可以配置多个 LAG 组连接到多个交换机实现冗余。可以在每个 LAG 组中配置无线接入点管理器来

控制多个LAG 组中的无线接入点负载均衡。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access_point/1300/installation/guide/130h_g.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access_point/1300/installation/guide/130h_g.html


图2-5多个L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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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无线控制器和邻居设备支持LAG  
 

无线控制器的邻居设备必须正确的配置 LAG 

•无线控制器连接的每个邻居端口必须配置以下命令：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interface id> 
switchport 

channel-group <id> mode on 

no shutdown 

•邻居交换机上的端口通道必须配置以下命令：  
interface port-channel <id>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native vlan id>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llowed vlans>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shutdown 

由于 5760 上使用的是思科 IOS®软件，LAG 配置与邻居交换机上的相同。  

 

注意：在 CT5760 无线控制器上支持使用多个无线接入点管理接口来进行负载均衡，这点与传统的无线控制

器相同。但是，思科推荐使用 LAG 来增加冗余性和负载均衡。  

 

无线接入点管理器负载均衡配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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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无线管理接口之外，您还能够在无线控制器上配置最多5个无线接入点管理器接口。 

5760配置实例 
WLC5760(config)#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 10 

WLC5760(config)#wireless ap-manager interface vlan 20 

WLC5760(config)#wireless ap-manager interface vlan 30 

5760接口配置： 
WLC5760(config)#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1 

WLC5760(config-if)#switchport mode trunk 

WLC5760(config-if)#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0 

WLC5760(config)#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2 

WLC5760(config-if)#switchport mode trunk 

WLC5760(config-if)#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20 

WLC5760(config)#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3 

WLC5760(config-if)#switchport mode trunk 

WLC5760(config-if)#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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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5760 集中模式配置举例  

 
网络拓扑  
 

图 3-1 中显示了仅使用统一接入 CT5760 的集中部署模式的网络拓扑 

 

图3-1集中模式配置的网络拓扑图 

 

 

 

VLAN 和 IP 地址 

表3-1设备的 VLAN 和 IP 地址  

设备 VLAN IP地址 



DHCP服务器 网关 10.10.100.1/10.10.200.1 

Prime Infrastructure 200 10.10.200.30 

思科ISE 200 10.10.200.60 

锚点无线控制器 300 192.168.1.5 

核心交换机 200,100 10.10.100.1/10.10.200.1 

无线接入点 200 DHCP 

5760无线控制器 200 10.10.200.5 

客户端VLAN 100 DHCP 

管理VLAN 200 10.10.200.5 

NTP服务器 网关 10.10.200.1 

 

使用 CLI 配置 CT5760 无线控制器范例  
 

在开始无线控制器的配置之前，保证上面配置的所有交换机之间都有完整的连接。 

 

控制台连接  
 

在开始交换机或者无线控制器的基础配置之前，必须把它和一个PC电脑上的VT-100终端模拟器连接起来

（比如HyperTerminal、ProComm或 Putty）。  

 

无线控制器同时有EIA/TIA-232异步接口（RJ-45）和USB的5针miniB型，兼容2.0的串口console接口。控制

台端口的默认参数是9600波特率，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比特，没有校验位。控制台端口不支持硬件流控制，

选择串口波特率为9600，如果遇到问题，尝试波特率改为115200。图3-2显示了Mac终端上Secure CRT软件

的例子；在PC/Windows上可以使用类似的软件，例如Putty。  

 



图3-2 MAC 终端上的 Secure CRT 软件配置范例  

  
 

开始向导 
 

在启动开始向导之前，保证你的 IP 地址和 VLAN 信息是可用的。不用向导/初始配置对话（检查初始配置）

就开始配置。  
% Please answer 'yes' or 'no'. 

Would you like to enter the initial configuration dialog? [yes/no]: no 

Would you like to terminate autoinstall? [yes]: 
Controller> 

Press RETURN to get started! 

Start with the wizard/initial configuration dialog (check the initial config). 

Enable secret warning 

---------------------------------- 

In order to access the device manager, an enable secret is required 

If you enter the initial configuration dialog, you will be prompted for the enable 

secret 

If you choose not to enter the intial configuration dialog, or if you exit setup 

without setting the enable secret, 

please set an enable secret using the following CLI in configuration modeenable 

secret 0 <cleartext password> 

---------------------------------- 

Would you like to enter the initial configuration dialog? [yes/no]: yes 
At any point you may enter a question mark '?' for help. Use ctrl-c to abort configuration 

dialog at any prompt. Default settings are in square brackets '[]'. 

Basic management setup configures only enough connectivity for management of the system, 

extended setup will ask you to configure each interface on the system 

Would you like to enter basic management setup? [yes/no]: yes 
Configuring global parameters: 

Enter host name [Controller]: CT5760-Controller 
The enable secret is a password used to protect access to privileged EXEC and 

configuration modes. This password, after entered, becomes encrypted in the 

configuration. 

Enter enable secret: Cisco123 
The enable password is used when you do not specify an enable secret password, with some 

older software versions, and some boot images. 

Enter enable password: Cisco123 
The virtual terminal password is used to protect access to the router over a network 

interface. Enter virtual terminal password: Cisco123 

Configure a NTP server now? [yes]: yes 

Enter ntp server address : 10.10.200.1 

Enter a polling interval between 16 and 131072 secs which is power of 2:16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wireless network? [no]: yes 

Enter mobility group name: New-Mobility 

Enter the country code[US]:US 



Configure SNMP Network Management? [no]: no 
Current interface summary 

Any interface listed with OK? value "NO" does not have a valid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IP-Address  OK?  Method   Statu   Protocol 

Vlan1   unassigned  NO  unset   up   down 

GigabitEthernet  unassigned  YES unset   up   up 

Te1/0/1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Te1/0/2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Te1/0/3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Te1/0/4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Te1/0/5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Te1/0/6   unassigned  YES  unset   down   down 
 

Enter interface name used to connect to the management network from the above interface 

summary: GigabitEthernet0/0[service port) 

Configurin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Configure IP on this interface? [no]: yes 

IP address for this interface: 192.168.2.50 

Subnet mask for this interface [255.255.0.0] : 255.255.255.0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needs to be configured at startup 
It needs to be mapped to an SVI that's not Vlan 1 (default) 
Enter VLAN No for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200 
Enter IP address: 10.10.200.5 
Enter IP address mask:: 255.255.255.0 
[0] Go to the IOS command prompt without saving this config. 

[1] Return back to the setup without saving this config. 

[2] Save this configuration to nvram and exit. 

Enter your selection [2]:2 
Press RETURN to get started! 

 

 

版本 
 
#show version 

IOS XE 3.X (3.2.0SE为首次发布版本)是3850/5760的官方版本，并且是唯一的版本号。 
#show version running 

将显示WCM和IOSd的版本 
#show ap name apname config general 

将显示AP的版本, 首次发布的是15.X。 

 

日期和时间配置  
 

clock set hh:mm:ss day month year 
 

 

启用 CT5760 无线控制器的 Web 图形界面  

 
支持的浏览器版本 
 

下面列出了支持的浏览器版本： 

• Chrome – Ver. 26.x 

• Mozilla – Ver. 20.x 

• IE – Ver. 8.x, 9.x and 10.x 

 

在5760和3850平台上使能网页图形化接口  
 

CAT3850 和 CT5760 当前都以第一版 3.2.01 软件发货。如果你已经拥有CAT3850/CT5760，并想要使用图形

化用户界面来配置/监控你的无线网络，请参考下面的步骤： 



 

1. 连接 Console到3850/5760平台。保存你的当前配置并升级到 3.2.2 版本，升级软件能够从 cisco.com 获取。

升级过程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witches/lan/catalyst3850/software/release/3.2_0_se/system_m 

anagement/appendix/swiosfs.html#wp1311040 

2.升级到 3.2.2 版本之后，web 图形化用户界面将可以被启用。默认情况下，https是启用的。你可以通过 

https 访问 web 图形化用户界面，但是如果你想启用 http 访问，你可以通过输入如下 IOS CLI 命令实现： 
Controller(config)#ip http server 

3.使用 IOS CLI，你需要创建用户名和密码来访问图形用户界面。你能够使用如下命令来配置一个本地用户

名：Controller(config)#username admin privilege 15 password Cisco123.或者你可以配置使用认证服务

器上的用户身份凭证。确保用户拥有 15 级访问级别。 

4.为了访问图形用户界面，你可以配置带外管理口(GigE 0/0)或者使用已经存在的网络可达接口。 

5.现在你就能够访问 Web 图形用户界面了。打开一个浏览器并输入你无线控制器/交换机的 IP 地址。例如：

https://10.10.10.5/。请参考下面的配置示例获取额外的Web 图形用户界面访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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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你拥有一台全新的 5760 或者 3850，请连接 console 到设备并进入本部署指南中提到的初始向导

配置。 

 

CT5760/CAT3850 图形用户界面访问示例  
 

完成下面步骤：  

  

步骤 1 对于图形用户界面访问，打开一个浏览器并且输入你无线控制器的 IP 地址。默认情况下，https 是启

用的，例如：  

https://10.10.10.5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Cisco123 
 

注意 你能够使用如下 CLI 命令来设置用户名/密码:Controller(config)#username admin privilege 15 password 

Cisco123. 这只是个示例并不是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  

 

  
 
一旦你登入后，你会被定向到如下的页面：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witches/lan/catalyst3850/software/release/3.2_0_se/system_management/appendix/swiosfs.html#wp1311040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witches/lan/catalyst3850/software/release/3.2_0_se/system_management/appendix/swiosfs.html#wp1311040


  
 

步骤 2 点击 Wireless WEB GUI，你会被定向到如下所示的主页： 

 

 
 

注意 请查看思科统一接入CT5760无线控制器，Catalyst 3850交换机IOS XE软件版本3.2.2网页图形化界面部

署指南获取额外的图形化配置示例。 

 

基本配置 
 

下面部分展示了通过 console 在 CT5760 无线控制器上可以配置的选项：  

•到核心交换机的网络上联  

•管理和用户接口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7.5/ConvergedAccessDG3_2_2.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7.5/ConvergedAccessDG3_2_2.html


• DHCP 配置 
Disable VLAN 

1 int vlan 1 

no ip address shutdown 

exit 

 

增加管理和客户端接口  
 

interface Vlan200 

description “Management VLAN” 

ip address 10.10.200.5 255.255.255.0 

no shut 

interface Vlan100 

description “Client VLAN” 

no shut 

ip route 0.0.0.0 0.0.0.0 10.10.200.1 

default-gateway 10.10.200.1 

 

CT5760的无线管理接口配置 
 

无线管理接口已经在上面章节的启动向导中被配置了。如果您没有通过启动向导配置它，您需要通过下面

的命令来配置： 
Controller#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00 

这会使得无线接入点能够加入到无线控制器。 

 

CT5760 上的 DHCP 监听和信任配置 
 

ip dhcp snooping vlan 100, 200 

ip dhcp snooping wireless bootp-broadcast enable 

ip dhcp snooping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0/1 

description Connection to Core Switch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00, 200 switchport mode trunk 

ip dhcp relay information trusted ip dhcp snooping trust 

interface Vlan100 

description Client Vlan 

ip dhcp relay information trusted 

 

下列功能需要DHCP监听： 

1.对于启用了“ip dhcp required”的WLAN。在这个案例中，除非启用DHCP监听，否则客户无法进入运行状

态。 

2.动态ARP检测(命令行“ip arp inspection”)需要DHCP监听数据库。 

3.如果使用了第三方WGBs。在这个案例中，DHCP包中的目的MAC地址会被改变。 

4.为了保证从服务器发出的广播OFFER/ACK被转换为单播。如果配置了“ip dhcp snooping wireless bootp-

broadcast enable”，服务器发出的广播OFFER/ACK在转发的过程中不会被改变。 

5.对于设置了AAA重写，需要确保广播OFFER/ACK使用正确的vlan。 

通常，不使用DHCP监听意味着DHCP包被硬件转发。 

 

WLAN配置 
 

配置并分配一个用户 VLAN 给 WLAN。使用 WPA/PSK 来保障安全，把安全口令设为‘cisco123’。 
wlan corporate 1 corporate band-select 

client vlan 100 

no security wpa akm dot1x 

security wpa akm psk set-key ascii 0 cisco123 

no shutdown 

输入下面命来允许通过无线管理无线控制器。 
wireless mgmt-via-wireless <cr> 

 



 

无线接入点的加入 
 

把无线接入点连接到 2 层交换机的任一端口上。等它加入并输入如下命令：show ap summary 

show ap summary 
Number of APs: 1 

Global AP User Name: Not configured 

Global AP Dot1x User Name: Not configured 

AP Name / AP Model / Ethernet MAC / Radio MAC / State 

--------------------------------------------------------------------------------- 

AP44d3.ca42.321a / 3602I / 44d3.ca42.321a / 64d9.8942.4090 / Registered 

 

用 WPA 秘钥‘cisco123’把一个无线用户连接到合法的 SSID 上，在无线控制器上您可以观察到新客户端

关联的成功信息。在无线控制器输入Show wireless client summary 命令可以确认无线客户端的关联。 

 

安全配置 
 

下面部分展示了通过 consle 在 CT5760 无线控制器上可以配置的选项：  

•启用认证，授权，和审计 (AAA) 

•配置 ISE 来作为 RADIUS 服务器 (10.10.200.60)  

•配置共享秘钥 – secret  

 

进入CT5760 console(telnet/serial)-配置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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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new-model 

! 

aaa group server radius Cisco 

server 10.10.200.60 

!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no_auth none 

aaa authentication dot1x default group radius 

aaa authentication dot1x Cisco_dot1x group Cisco 

aaa authorization network default group Cisco 

aaa accounting network default start-stop group Cisco 

dot1x system-auth-control 

! 

aaa server radius dynamic-author 

auth-type any 

! 

radius-server attribute 6 on-for-login-auth 

radius-server dead-criteria time 10 tries 3 

radius-server deadtime 3 

radius-server vsa send accounting 

radius-server vsa send authentication 

! 

radius server Cisco 

address ipv4 10.10.200.60 auth-port 1812 acct-port 1813 

key secret 

 

下面命令创建了基于 802.1x 安全的 WLAN。 
wlan corporate1x 2 corporate1x 

accounting-list Cisco 

client vlan 100 

security dot1x authentication-list Cisco 

session-timeout 600 

no shutdown 

 

无线客户端使用下面用户身份凭证连接corporate-1x： 

Username = cisco ; Password = Cisco123 
Controller#show wireless client summary 

 



无线 Web 认证页面和访客锚点解决方案  
 

下面部分展示了在 CT5760 上进行页面认证(WebAuth)配置和访客锚点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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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请从下面的链接中下载web认证包来获取web认证的配置。 

http://software.cisco.com/download/release.html?mdfid=284397235&softwareid=282791507& 

release=3.2.2&relind=AVAILABLE&rellifecycle=&reltype=latest. 

 Readme文件包含了web认证的所有图形化和命令行的配置。 

 

在全局配置Parameter-Map部分 
 

parameter map 连接配置模式命令允许您定义一个连接类型的parameter map。在您创建连接parameter map

之后，您可以为该map配置TCP，IP和其他设置。 

 

!第一部分是定义我们的全局参数值及内部虚拟地址。 

!这应该在所有WCM节点上是相同的。 
PARAMETER-MAP TYPE WEBAUTH GLOBAL? 

VIRTUAL-IP IPV4 192.0.2.1 

PARAMETER-MAP TYPE WEBAUTH WEBPARALOCAL? 

TYPE WEBAUTH? 

BANNER TEXT ^C WEBAUTHX^C 

REDIRECT ON-SUCCESS HTTP://9.12.128.50/WEBAUTH/LOGINSUCCESS.HTML 

REDIRECT PORTAL IPV4 9.12.128.50 

 

配置定制化的web认证页面Tar文件包 
 

将每个文件传输到flash： 
copy tftp://10.1.10.100/WebAuth/webauth/ webauth_consent.htmlflash:webauth_consent.html 

copy tftp://10.1.10.100/WebAuth/ webauth_success.html flash: webauth_success.html 

copy tftp://10.1.10.100/WebAuth/ webauth_failure.html flash: webauth_failure.html 

copy tftp://10.1.10.100/WebAuth/ webauth_expired.html flash: webauth_expired.html 

 

注意：假设定制化的页面包含了图片，那么除非满足下列条件，否则它们不会被显示： 

•图片的文件名必须以“web_auth_”开头。例如：web_auth_logo.png。 

•HTML文件中的图片源必须编辑成：<img src="http://[wireless management ip]/flash:[name of the file]"> 

 

配置Parameter Map使用定制化的页面 
 

parameter-map type webauth webparalocal 

type webauth 

custom-page login device flash:webauth_consent.html 

custom-page success device flash:webauth_success.html 

custom-page failure device flash: webauth_failure.html 

custom-page login expired device flash:webauth_expir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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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Parameter Map使用类型一致和Email选项 
 

parameter-map type webauth webparalocal 

type consent 

consent email 

custom-page login device flash:webauth_consent.html 

custom-page success device flash:webauth_success.html 

custom-page failure device flash:webauth_failure.html 

custom-page login expired device flash:webauth_expired.html  

 

配置本地web认证 
 

username guest password guest123 

http://software.cisco.com/download/release.html?mdfid=284397235&softwareid=282791507&release=3.2.2&relind=AVAILABLE&rellifecycle=&reltype=latest
http://software.cisco.com/download/release.html?mdfid=284397235&softwareid=282791507&release=3.2.2&relind=AVAILABLE&rellifecycle=&reltype=latest


aaa new model 

dot1x system-auth-control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EXT_AUTH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network EXT_AUTH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network default local 

or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network default local 

 

配置web认证的外部Radius 
 

aaa new model 

dot1x system-auth-control 

aaa server radius dynamic-author ? 

client 10.10.200.60 server-key cisco ?server-key cisco ? 

auth-type any 

radius server cisco 

address ipv4 10.10.200.60 auth-port 1812 acct-port 1813 

key cisco 

aaa group server radius cisco server name cisco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EXT_AUTHgroup cisco 

or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cisco 

 

配置WLAN使用web认证 
 

wlan Guest-WbAuth 3 Guest-WbAuth 

client vlan 100 

mobility anchor 192.168.5.1 

no security wpa 

no security wpa akm dot1x 

no security wpa wpa2 

no security wpa wpa2 ciphers aes 

security web-auth 

security web-auth authentication-list EXT_AUTH 

security web-auth parameter-map webparalocal 

no shutdown 

 

在全局配置HTTP服务器 
 

!---下面的命令是在思科IOS软件中启用web服务所需要的。 
ip http server 

ip http secure-server 

ip http active-session-modules none 

 

其它需要检查或者启用的配置  
!---这些是思科IOS软件的一些全局管理命令 
ip device tracking 

ip dhcp snooping 

 

SNMP配置 
 

在CT5760的console界面，配置SNMP的字符串 

snmp---server community public ro 

snmp---server community private rw 

 

IPv6配置 
 

数据平面支持 IPv6。无线客户端将能够获得IPv6的地址。 

 

启用 IPv6 监听-CT5760 



 

在 CT5760 上配置 IPv6 有一点不同。在 CT5760 上启用 IPv6 之前，下面的步骤必须完成。  
ipv6 nd raguard attach-policy testgaurd 

Trusted-port 

Device-role router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0/1 

description Uplink to Core Switch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200 

switchport mode trunk 

ipv6 nd raguard attach-policy testgaurd 

ip dhcp snooping trust 

 

在接口上启用 IPv6 - CT5760 
 

基于接口需要 IPv6 配置和所需地址类型，参照后面启用各自的配置。在 VLAN200 上启用 IPv6 配置。  
vlan configuration 100 200 

ipv6 nd suppress 

ipv6 snooping 

 

interface Vlan100 

description Client VLAN 
ip address 10.10.100.5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10.100.1 2001:DB8:0:10::1/64 

ipv6 address FEC0:20:21::1/64 

ipv6 enable 

 
 
 
 
 
  



 

 

移动架构 
 

下面是在新的移动架构下的移动组件： 

  

移动代理（Mobility Agent） 

移动代理管理无线接入点的连接，终结无线接入点的 CAPWAP 隧道并且为用户（终端）建立数据库；也能

作为锚无线控制器来为远程的无线控制器提供本地服务。移动代理可以是 Catalyst 3850 或者有运行内部移

动代理的 CT5760 移动无线控制器。 

 

移动无线控制器（Mobility Controller） 

移动无线控制器提供了包含交换对等组（SPG）之间的漫游、RRM 和访客接入的移动管理任务。移动漫游，

无线用户可以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且任何时间不中断连接和服务，如果用户移动只在一个移动子

域内发生，可以用一个移动无线控制器来管理。超出一个移动子域的漫游可以用一个移动组内的多个移动

无线控制器来管理。移动无线控制器负责缓存在所有无线控制器上所有用户的成对主密钥，从而允许用户

在一个子域或移动组内的快速漫游。在子域内的所有移动代理建立连接到移动无线控制器的 CAPWAP 移动

隧道，并向移动无线控制器报告本地和漫游的用户状态。移动无线控制器为所有移动代理上的用户建立数

据库。  

 

移动圣域（Mobility Oracle） 

移动圣域在多个移动组之间协作漫游活动过程，可以省去在不同移动组之间的N2的移动无线控制器通信需

求来增加效率和性能，从而大大增强了移动可扩展性和性能。  

 

移动组（Mobility Group） 

移动组是移动无线控制器的逻辑组，能使用户在一个移动组里的移动无线控制器之间进行高速漫游。另外

的，移动组可以提供集中式的 RRM 管理，在一个通过推选或者固定选取得到的领导移动无线控制器上来实

现。 

 

移动子域（Mobility Sub-domain） 

多个 SPGs 可以作为一个移动子区域在一起一并管理。每个移动子区域需要至少一个移动无线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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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对等组（Switch Peer Group） 

融合接入部署定义了 SPG 作为一个移动无线控制器（或移动子域）里的移动代理逻辑组。配置 SPG 的主要

优势是限制从这个 SPG 到交换机的漫游流量。当配置了移动无线控制器上的 SPG 移动代理，软件会自动在

无线代理交换机之间生成网状 CAPWAP 隧道。这些CAPWAP 隧道可以在多层网络设计里（移动代理交换

机是一个 VLAN 跨越上的 2 层邻居）或者路由接入设计里（移动代理交换机是 3 层邻居）建立。SPG 应该

被设计成用户会在其中频繁漫游的一组移动代理交换机。  

 

注意：在 SPG 内的漫游不应该有移动无线控制器参与进来。跨越 SPG 的漫游需要流量穿过移动无线控制器。 

 



图4-1 移动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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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集中模式的 CT5760 移动性设计和配置 

  
 

在 CT5760 上配置移动无线控制器和移动代理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0.27.0.5 public-ip 10.27.0.5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obility dscp 46 

wireless mobility oracle ip 10.27.0.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1 

 

在 CT5760 上配置移动无线控制器和移动圣域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0.10.200.5 public-ip 10.10.200.5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obility oracle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7 

4-4 

在 5508 上配置移动无线控制器和移动代理  
 

config mobility new-architecture enable 

config mobility mobility-oracle10.27.0.5 

config mobility group member add 10.10.200.5 

config mobility group member add 10.27.0.5 

config mobility dtls-mode enable 

config mobility dscp 46 

 

融合接入模式的移动性设计和配置：CT5760（移动无线控制

器）和 Catalyst 3850（移动代理） 
 

图 4-3 在融合接入模式下的 移动设计和配置  

 
 

在 CT5760 上配置移动无线控制器和移动代理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peer-group SPG1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peer-group SPG1 member ip 10.22.0.1 public-ip 10.22.0.1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peer-group SPG1 member ip 10.22.0.2 public-ip 10.22.0.2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peer-group SPG2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peer-group SPG2 member ip 10.23.0.1 public-ip 10.23.0.1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peer-group SPG2 member ip 10.23.0.2 public-ip 10.23.0.2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0.27.0.5 public-ip 10.27.0.5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obility dscp 46 

wireless mobility oracle ip 10.27.0.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1 

 

在 CT5760 上配置移动无线控制器和移动圣域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0.10.200.5 public-ip 10.10.200.5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obility oracle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7 

 

在 5508上配置移动无线控制器和移动代理  
 

config mobility new-architecture enable 

config mobility mobility-oracle10.27.0.5 

config mobility group member add 10.10.200.5 

config mobility group member add 10.27.0.5 

config mobility switchPeerGroup create SPG3 

config mobility switchPeerGroup member add 10.24.0.1 SPG3 

config mobility switchPeerGroup member add 10.24.0.2 SPG3 

config mobility switchPeerGroup create SPG4 

config mobility switchPeerGroup member add 10.25.0.1 SPG4 

config mobility switchPeerGroup member add 10.25.0.2 SPG4 

config mobility dtls-mode enable 

config mobility dscp 46 

 

在 Catalyst 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1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0.10.200.5 public-ip 10.10.200.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2 

 

在 Catalyst 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2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0.10.200.5 public-ip 10.10.200.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2 

 

在 Catalyst 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3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0.10.200.5 public-ip 10.10.200.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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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atalyst 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4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0.10.200.5 public-ip 10.10.200.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3 

 

在 Catalyst 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5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4 

 

在 Catalyst 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6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4 

 

在 Catalyst 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7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5 

 

在 Catalyst 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8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5 

 

  



 
 

移动性设计和配置 

 
混合模式下移动性设计和配置：WLC5760，

WLC5508 和 Catalyst3850。 

 
图 5-1混合模式下移动性设计和配置：WLC5760，WLC5508 和 Catalyst3850 

 

在 CT5760 上配置移动无线控制器和移动代理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peer-group SPG1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peer-group SPG1 member ip 10.22.0.1 public-ip 10.22.0.1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peer-group SPG1 member ip 10.22.0.2 public-ip 10.22.0.2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peer-group SPG2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peer-group SPG2 member ip 10.23.0.1 public-ip 10.23.0.1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0.27.0.5 public-ip 10.27.0.5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obility dscp 46 

wireless mobility oracle ip 10.27.0.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1 

 

在 CT5760 上配置移动无线控制器和移动圣域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0.10.200.5 public-ip 10.10.200.5 

wireless mobility group memb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obility oracle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7 

 

在 WLC5508 上配置移动无线控制器和移动代理 
 

config mobility new-architecture enable 

config mobility mobility-oracle10.27.0.5 

config mobility group member add 10.10.200.5 

config mobility group member add 10.27.0.5 

config mobility switchPeerGroup create SPG3 

config mobility switchPeerGroup member add 10.24.0.1 SPG3 

config mobility switchPeerGroup member add 10.24.0.2 SPG3 

config mobility dtls-mode enable 

config mobility dscp 46 

 

在 Catalyst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1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0.10.200.5 public-ip 10.10.200.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2 

在 Catalyst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2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0.10.200.5 public-ip 10.10.200.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2 

在 Catalyst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3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0.10.200.5 public-ip 10.10.200.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3 

 

在 Catalyst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4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4 

 

在 Catalyst3850 上配置移动代理 5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ip 192.168.1.5 public-ip 192.168.1.5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24 

 

配置 ClientLink（智能波束成形）  
 

思科 ClientLink 使用了高级信号处理技术（无需显示反馈）和多传输路径来优化 802.11a/g/n 客户端接收的

下行信号。默认的情况下，ClientLink 是不启用的。可以通过下面的网络命令查看 ClientLink 的一般状态： 

ap dot11 {24ghz | 5ghz} 

 

可以在所有的无线接入点上启用 Clientlink，通过全局配置命令 ap dot11 {24ghz | 5ghz} 启用波束成形。使用

“no”形式的命令来禁用波束成形 

 



ap dot11 5ghz shutdown 

ap dot11 5ghz beamforming 

no ap dot11 5ghz shutdown 
 

这些命令在全局上启用了 ClientLink；然后 ，在一个特定的无线接入点设备上禁用 ClientLink：  
 

ap dot11 5ghz shutdown 

ap dot11 5ghz beamforming 

no ap dot11 5ghz shutdown 

ap name 3602a dot11 5ghz shutdown 

ap name 3602a no dot11 5ghz beamforming 

ap name 3602a no dot11 5ghz shutdown 
 

Show命令 
 

show ap dot11 5ghz network | include Beamforming 
Legacy Tx Beamforming setting : Disabled 

show ap name 3602a config dot11 5ghz | include Beamforming 
Legacy Tx Beamforming Setting: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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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设备（BYOD）安全配置  
 

这一部分讨论了个人设备安全的自助服务。当雇员注册一个新设备，系统会给这个用户和设备自动推送证

书。这个证书会随着申请文件一起安装，无线客户端使用这个预配置好的证书在线连到公司网络。两个 

BYOD 的使用场景如下： 

•苹果设备通过单 SSID 实现 BYOD认证的使用场景 

•苹果设备通过双 SSID 实现 BYOD认证的使用场景  

 

苹果设备通过单SSID实现BYOD认证的使用场景 
 

在这个场景下，会使用单一 SSID（BYOD-Dot1x）用做到公司的连接，通过 PEAP 和 EAP-TLS 来实现认证

和授权。  

1.用户关联到名为 BYOD-Dot1x 的 SSID 上。  

2.用户输入雇员姓名和密码以便进行 PEAP 认证。  

3.认证者基于授权策略对用户授权和执行URL重定向。  

4.用户打开浏览器会被自动重定向到自助注册的门户进行设备注册。 

5.在设备注册页面的 DeviceID 项中 Mac 地址已经预填充好，输入描述并注册他们设备的。 

6.用户的申请被配置并安装证书。  

7.在证书安装好后，进行授权变更（CoA）；对申请者用 EAP-TLS 进行认证和授权。  

8.动态 VLAN 授权把申请者被放置到一个公司 VLAN 里。  

 

苹果设备通过双SSID实现BYOD认证的使用场景 
 

在双 SSID 使用场景里，一个是为访客提供的 BYOD-Open，另一个是为公司接入提供认证。  

1.用户关联到访客 BYOD-Open SSID。 

2.用户打开浏览器被重定向到身份服务引擎（ISE）集中认证（CWA）访客门户。  

3.认证者把关联用户认证为一个雇员并把用户定向到雇员设备注册访客门户。  

4.在设备注册页面 Mac 地址已经预填充好，用户输入描述并注册设备。  

5.用户的申请被配置并安装证书。  

6.用户断开访客的 SSID 连接。  

7.用户连接到公司的 SSID 且已经被认证并授权使用新的配置文件。  

 

拓扑 

 
图 6-1 使用 Catalyst3850 作为认证者（Authenticator）的 BYOD 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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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使用 CT5760 作为认证者的 BYOD 拓扑。 

 

  
 

产品组成 
组件 硬件 已测功能 思科IOS软件版本 



ISE 身份服务引擎 UCS服务器 AAA重写，终端识别，准

入 

ISE 1.1.1 

认证授权和AD域服务

器 

Windows 2008 R2 

Enterprise SP2 

SCEP，认证授权，AD域服

务器 

- 

无线控制器 UA3850 

CT5760 

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 

URL-Redirection, and CoA 

认证/授权，URL重定向和

CoA 

03.07.98.EMP 

苹果iOS设备 Apple iPad, iPhone - Apple iOS 5.0 

 
 
 
 
  



 

 

安全WLAN配置 

 
在 Catalyst3850/WLC5508 上进行安全 WLAN 配

置  

 

无线 Dot1x 配置  
 

aaa new-model 

aaa group server radius Cisco 

server 10.10.200.60 auth-port 1812 acct-port 1813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no_auth none 

aaa authentication dot1x default group radius 

aaa authentication dot1x Cisco_dot1x group Cisco 

aaa authorization network default group Cisco 

aaa accounting network default start-stop group Cisco 

dot1x system-auth-control 

 

动态授权配置  
 

aaa server radius dynamic-author 

client 10.10.200.60 server-key Cisco123 

auth-type any 

 

Radius 服务器配置 
 

radius-server attribute 6 on-for-login-auth 

radius-server dead-criteria time 10 tries 3 

radius-server deadtime 3 

radius-server vsa send accounting 

radius-server vsa send authentication 

radius server Cisco 

address ipv4 10.10.200.60 auth-port 1812 acct-port 1813 

key secret 

 

URL-重定向访问控制列表配置 
 

ip access-list extended NSP-ACL• Supplicant Provisioning ACL 

denyip any host 10.10.200.60 

permit ip any any 

 



HTTP 配置 
 

! 

ip http server 

ip http authentication local 

ip http secure-server 

ip http secure-client-auth 

 

WLAN配置 
 

wireless mobility controller 

wireless management interface 200 

wireless client user-timeout600 

wlan BYOD-Dot1x 1 BYOD-Dot1x <- Secure Corporate SSID 

aaa-override 

accounting-list Cisco 

client vlan 100 

ip access-group NSP-ACL 

nac 

security dot1x authentication-list Cisco 

session-timeout 600 

no shutdown 

wlan BYOD-Open 2 BYOD-Open <- Guest SSID 

aaa-override 

client vlan 100 

ip access-group NSP-ACL 

nac 

no security wpa 

no security wpa akm dot1x 

no security wpa wpa2 

no security wpa wpa2 ciphers aes 

security dot1x authentication-list Cisco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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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无线 Dot1x 进程 
 

Controller-MC#show access-session method dot1x details 

Controller-MC#show access-session interface capwap 1 details 

Controller-MC#show access-session mac 6420.0c37.5108 interface capwap 1 

Controller-MC#show wireless client summary 

 

客户端取消认证 
 

Controller-MC#wireless client mac-address 6420.0c37.5108 deauthenticate 

Controller-MC#show wireless client summary 

 

 

CT5760和Catalyst3850对802.11ac的支持 
 

802.11ac是下一代的802.11无线标准。它被设计用来提供高的吞吐和工作在5GHz的频带上。许多支持

802.11ac的设备已经发布并能够在消费市场上购买到。 

 

思科CT 5760和Cat 3850产品在3.3.0版本中支持3600无线接入点上的11ac模块，并且在3.3MR版本中支持

3700无线接入点。 

 

802.11ac配置实例 
 

本例讨论使用带有11ac模块的3600无线接入点或者内建11ac模块的3700无线接入点。 



 

前提条件 
 

•查看3600无线接入点的手册获取细节信息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modules/ps12859/ps13128/data_sheet_c78-727794.html 

•查看3700无线接入点的手册获取细节信息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wireless/ps5678/ps13367/data_sheet_c78-729421.html 

•你需要一台安装11ac模块的3600无线接入点或者使用3700无线接入点。Please refer to the AP 3600 11ac 

Deployment guide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请参考3600 11ac接入点部署指南获取细节信息：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technology/apdeploy/7.5/Cisco_Aironet75.html#wp45244 

•使3600或者3700无线接入点加入无线控制器。 

•一旦无线接入点加入无线控制器，你可以使用静态或者动态配置无线。下面列出了两种方式： 

 

使用图形化界面配置802.1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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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无线接入点加入无线控制器，导航到Configuration > Wireless > 802.11a/n/ac > Network 。如果启用了

802.11a，那么您需要禁用它。 

 

 
 

现在，导航到Configuration > Wireless > 802.11a/n > RRM > DCA 。在DCA信道下选择80 MHz并点击

Apply。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modules/ps12859/ps13128/data_sheet_c78-727794.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wireless/ps5678/ps13367/data_sheet_c78-729421.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technology/apdeploy/7.5/Cisco_Aironet75.html#wp45244


 
 

现在，您需要如下图所示，启用802.11a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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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应用了配置改变，您需要等待大约10分钟，使得RRM改变信道的宽度。您可以通过如下的CLI命令

或者图形化界面检查信道的状态： 

 

 
 

图形化界面检查 

 

 
 



使用CLI启用802.11ac 

 
1. 802.11ac静态配置 
WLC5760#ap name AP3600_11ac dot11 5ghz shut 

WLC5760#ap name AP3600_11ac dot11 5ghz channel 36 (or use other channels) 

WLC5760#ap name AP3600_11ac dot11 5ghz channel width 80 

WLC5760#ap name AP3600_11ac no dot11 5ghz shutdown 

2. 802.11ac动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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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下面的配置需要配置在射频组领导者上。请使用如下的命令来查看一台无线控制器是否是射频组领导

者： 
WLC5760#show ap dot11 5ghz group 

Radio RF Grouping 

802.11a Group Mode : AUTO 

802.11a Group Update Interval : 600 seconds 

802.11a Group Leader : WLC5760 (192.90.0.2) 
802.11a Group Member WLC5760 (192.90.0.2) 

802.11a Last Run : 324 seconds ago 

Mobility Agents RF membership information 

------------------------------------------------------------ 

No of 802.11a MA RF-members : 1 

MA Member name IP address 

-------------------------------------------------- 

Cat3850 192.80.0.2 

 

您可以看到射频组领导者及其IP地址被加粗显示了。在射频组领导者上使用如下的命令来启用11ac。 
WLC5760(config)#ap dot11 5ghz shut 

WLC5760(config)#ap dot11 5ghz rrm channel dca chan-width 80 

WLC5760(config)#no ap dot11 5ghz shut 

 

注意：输入命令后，请等待至少一个RRM周期，默认是大约600秒的时间，来使能80MHz信道的宽度。您可

以使用如下的命令来检查。 

 

3. 802.11ac配置检查 

一旦您在无线接入点上配置了11ac，请检查下面的信息： 
WLC5760#show ap dot11 5ghz summary 

 
 

注意：在Channel下，您应该能够看到4个使用整个80MHz频谱的信道。 

 

您还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查看信道的宽度。信道的宽度应该是80MHz。 
WLC5760#sh ap dot11 5ghz channel 

Automatic Channel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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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Assignment Mode : AUTO 

Channel Update Interval : 600 seconds 

Anchor time (Hour of the day) : 0 

Channel Update Contribution : SNI.. 

Channel Assignment Leader : WLC5760 (172.20.229.5) 

Last Run : 417 seconds ago 

DCA Sensitivity Level : MEDIUM (15 dB) 

DCA 802.11n Channel Width : 80 MHz 
Channel Energy Levels 

Minimum : unknown 

Average : unknown 

Maximum : unknown 

Channel Dwell Times 

Minimum : 11 hours 32 minutes 30 seconds 

Average : 11 hours 32 minutes 30 seconds 



Maximum : 11 hours 32 minutes 30 seconds 

802.11a 5 GHz Auto-RF Channel List 

Allowed Channel List : 36,40,44,48,52,56,60,64,149,153,157,161 

Unused Channel List : 100,104,108,112,116,132,136,140,165 

802.11a 4.9 GHz Auto-RF Channel List 

Allowed Channel List : 

Unused Channel List :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 

 

4. 连接11ac客户端 

一旦在无线接入点上启用了11ac，连接一个支持11ac的客户端。确保客户端以80MHz频宽连接。输入Show 

wireless client summary命令。检查802.11ac客户端通过802.11ac协议关联： 

 

 
 

您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来检查客户端的连接 

 

 
 

下面是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使用Broadcom 11ac客户端的例子 

 

 
 

Windows 无线网卡连接速率 

 



 
 
 
 
 
 
  



 
 

无线资源管理配置（RRM） 

 

无线资源管理配置 

 
无线资源管理信息  

 
嵌入无线控制器的无线资源管理（RRM）软件充当内置的无线射频（RF）引擎提供对无线网络持续实时的

射频管理。无线资源管理能让无线控制器持续的监控他们管理的轻量级无线接入点：  

•流量负载—用来收发流量的总带宽。使无线网络管理者能在用户请求之前追踪和计划网络增长。  

•干扰—来自其他 802.11 源的通信量。 

•噪音— 大量干扰到现有分配信道的非 802.11 流量。  

•覆盖—所有连接用户的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和信噪比（SNR）。  

•其他— 附近的无线接入点数量  

 

RRM 周期性的重配置 802.11 射频网络以便获取最佳效率。为实现上述功能，RRM 执行以下功能： 

•无线资源监控  

•传输功率控制  

•动态信道分配  

•覆盖盲点检测和更正。 

初始配置的目的，下面所涵盖的项目以如下顺序发生，在当前无线控制器的 GUI 出现，并专注于可预见 

的事件并需要调整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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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组（RF Group）命名  
 

RRM 会根据射频组名称识别组成员并根据分组算法选择射频组领导。思科建议分配明显不同的名字到测试

系统来避免与生产网络的互相作用。为了配置射频组名，在移动无线控制器的命令行进入配置模式。  

 
(config)#wireless rf-network <name> <cr> 
802.11a/b network command 

 

一些命令为了顺利执行要求网络停止使用。可以从配置终端提示很容易的启用或者禁用网络。  

 
Switch(config)#ap dot11 24/5ghz shut 
Or use the no form to enable 

config)# no ap dot11 24/5ghz shut) 
 

这是默认数据速率值的显示。你也许需要改变他们里的几个：  



 

ap dot11 24/5ghz rate <rate> mandatory/supported/disabled: 

 

举个例子，禁用 1、2、5.5、11Mbps，启用 24、54Mbps 作为强制速率使用，其他的数据速率都支持。5Ghz 

强制使用 12、24Mbps，所有其他的数据速率都支持：  

 
ap dot11 2 shut 

ap dot11 2 rate RATE_11M disable 

ap dot11 2 rate RATE_1M disable 

ap dot11 2 rate RATE_2M disable 

ap dot11 2 rate RATE_5_5M disable 

% Unable to modify rate, Since this is the last available BSS rate. 

 

上面的警告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强制速率可用——你必须至少有一个强制速率。  

 
ap dot11 2 rate RATE_24M mandatory 

ap dot11 2 rate RATE_5_5M disable 

ap dot11 2 rate RATE_54M mandatory 

no ap dot11 2 shut 

ap dot11 5 shut 

ap dot11 5 rate RATE_6M supported 

no ap dot11 5 shut 
 

传统 ClientLink 默认设置为禁用：  

 
ap dot11 24/5ghz beamforming <cr> 
 

使用 no 形式的命令来禁用。  

 

其他的网络设置作为参考来显示。  

启用 802.11g 支持（默认打开）  

 
ap dot11 24ghz dot11g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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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on 间隔—默认是 100ms—不要改变：  

 
ap dot11 24/5ghz beacon(20-1000 ms) 
 

短前导信号—在思科无线接入点上，启用短前导信号来允许无线接入点自动调整前导信号。没办法设置前

导信号始终使用长前导信号或短前导信号。短前导信号默认开启。为了禁用短前导信号，使用“no”形式

的命令： 

 
ap dot11 24/5ghz preamble short<cr> 

分片阈值—默认 2346—除非有很重要的理由否则不要改变：  

 
ap dot11 24/5ghz fragmentation<256-2346> (bytes) 

动态传输功率控制（DTPC）支持—默认开启。无线接入点可对思科兼容扩展（CCX）用户设置功率级别。 

 
ap dot11 24/5ghz dtpc <cr> 

使用 no 形式的命令来禁用。  

 

CCX 位置测量—默认关闭；如果使用 CCX 位置功能时启用：  

 
ap dot11 24/5ghz rrm ccx location-measurement <cr> 

使用 no 形式的命令来禁用  

 



RRM 射频分组和下一代无线控制器  
 

射频分组可以被配置为自动模式或静态模式。对于自动模式，移动无线控制器以分组算法进行协商以便选

择一个领导。静态模式允许用户选择一个设备作为领导以及手动添加其他成员，成员必须配置为自动来加

入静态领导。 

 

设置射频分组模式 
 

要自动进行射频分组，使用下面的命令： 
ap dot11 24/5Ghz rrm group-mode auto 
 

对静态和增加静态成员，移动无线控制器成员一定要在动态分组模式下：  

 
ap dot11 24 rrm group-mode leader 

ap dot11 24 rrm group-member Cisco_dd:f8:e4 IP address 
 

输入下面命令来禁用/启用 RRM 射频分组：  

 
ap dot11 24rrm group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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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M 传输功率控制配置  
 

要配置 RRM 传输功率控制（TPC），需要选择算法模式来管理或禁用它。除了最小化/最大化命令，所有 

TPC 配置都需要在射频组领导上进行全局命令配置来保证生效。 

 

TPC 的默认设置被配置为自动（auto）。要改变这个值，输入如下命令：  

 
ap dot11 24 rrm txpower ? 
<1-8>Enter transmit power level 

autoEnables auto-RF 

maxConfigures maximum auto-RF tx power 

minConfigures minimum auto-RF tx power 

onceEnables one-time auto-RF 

 

如果 TPC 被配置为自动，可能需要调整 TPC 阈值-（默认为-70dBm）有效范围是：-50dBm 到-80dBm：  

 
ap dot11 24 rrm tpc threshold -70 
 

这是显示现有 RRM TPC 配置的命令：  

 
show ap dot11 24 txpower 
 

RRM 动态信道分配配置  
 

动态信道分配是一个全局算法。就像 TPC，需要改变射频组领导的配置来实现。在射频组成员上改变配 

置对算法没有影响，除非这个成员变成了射频组领导。 

 

默认的 DCA 配置改为自动。其它选项包括按需（on-demand），以及锚点时间和时间间隔的值。使用下面

命令来只启用一次 DCA 然后禁用：  

 
ap dot11 24 rrm channel global once 

 



使用下面命令来把 DCA 恢复为自动状态：  

 
ap dot11 24 rrm channel global auto 
 

使用下面命令来设置 DCA 在默认 10 分钟时间间隔以外的其他固定间隔值：  

 
ap dot11 24 rrm channel dca anchor-time 1 

ap dot11 24 rrm channel dca interval 8 
 

这些命令设置成以射频组领导时区为准并在每 8 小时运行 DCA，锚点时间为 1 AM。有效地间隔时间值为 

1,2,3,4,6,8,12，和 24 小时；0=10 分钟（默认）。  

 

使用下面命令来设置 DCA 算法使用敏感度（默认为中等）：  

 
ap dot11 24 rrm channel dca sensitivity low 

选项是中/低/高。  

 

使用命令来分配被 DCA 管理的信道。在 2.4G 和 5Ghz 频带上都在每个信道上使用一个条目。 

 
ap dot11 24 rrm channel dca 1 

ap dot11 24 rrm channel dca 6 

ap dot11 24 rrm channel dca 11 

 

采用命令 no 模式将 DCA 控制中的一个信道删除，从而控制 DCA 算法的选项，比如噪声回避、外来无线接

入点回避、负荷、CleanAir 持久设备回避以及 CleanAir 事件驱动无线资源管理(EDRRM)。 

 
ap dot11 24 rrm channel ? 

cleanair-event - Configure cleanair event-driven RRM parameters 

dca - Config 802.11b dynamic channel assignment algorithm 

device - no description - CleanAir PDA 

foreign - Configure foreign AP 802.11b interference avoidance 

global - Configures all 802.11b Cisco APs 

load - Configure Cisco AP 802.11b load avoidance 

noise - Configure 802.11b noise avoidance 

Default values are foreign and noise. 默认值是 foreign 和 noice。  

 

命令一次键入一行。设备、外来设备、负荷、噪声可以配置为开启或关闭。在命令前输入 no 可以关闭该命

令。CleanAir 事件可以设定灵敏值。默认值是低，其他选项为中和高。 

 

信道更新贡献那行表示的是我们的接入点加入DCA时，相关的信号噪声，干扰(外部)已经负载(SNIUs)。 

 

RRM 覆盖漏洞检测和缓解 
 

覆盖漏洞检测和缓解（CHDM）的默认值能够满足一般的使用情况。可用来更改的（CHDM）配置项包括：

数据/语音 RSSI 阈值，此阈值决定了何时将客户端看做存在覆盖漏洞区域；全局覆盖区域异常以及每无线

接入点上失败客户端的比例。在命令行中还可以做其他配置。除非另外声明，否则使用默认值。 

 

CHDM 基于每无线控制器进行配置而非全局配置。键入下面的命令可以对覆盖漏洞检测进行开启和关闭。 

 
ap dot11 24 rrm coverage 

通过在命令行前加 no 来关闭该功能。 

下面命令用来调节数据/语音客户端的RSSI阈值：  

 
ap dot11 24 rrm coverage data rssi-threshold -80 

ap dot11 24 rrm coverage voice rssi-threshold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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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为 80dBm 作为设置客户端在覆盖漏洞区域的值；可用范围为-90/-60dBm。语音和数据客户端采用分

别的配置命令。 

 

下面命令设置了最小失效客户端数和每无线接入点的覆盖异常级别：  

 
ap dot11 24 rrm coverage level global 3 

ap dot11 24 rrm coverage exception global 25 

默认客户端数量为 3，可用范围为 1-75。覆盖异常为 25%，可用范围为 0-100%。  

 

最小失效客户端数和期望级别一起作为这一特性的门控功能。默认三个失效客户端和覆盖异常为 25%的含

义是至少有 3 个客户端失效且它们代表了当前关联到无线接入点 25%的客户端。这是生效的标准。 

 

邻居发现协议（Neighbor Discovery Protocol – NDP）  
 

邻居发现协议在您的网络中为所有无线接入点建立射频临近性关系。这是 RRM 用来对网络性能进行负载均

衡进行计算的基本。NDP 默认在空口介质开放传输。对其采用加密可以更安全，但是射频组的每一个成员

必须在相同的模式从而使用 NDP 的功能。为了采用 NDP 保护，在每个移动代理和移动无线控制器上输入

下面命令： 

 
ap dot11 24 rrm ndp-type protected 
 

 

 

 

 

 

  



 

 

智能频谱（CleanAir） 
 

思科 CleanAir 是一个用来主动管理共享的无线频谱的智能解决方案。它允许你对共享频谱（包括窄带设备

和外来干扰）的所有用户具备可视化能力。你和你的网络可以对相关信息进行处理。比如说，你可以手动

移除干扰设备，或者系统可以自动离开受干扰的信道。 

 

CleanAir 的相关信息  
 

思科 CleanAir 系统由启用 CleanAir 功能的无线接入点，无线控制器和网管系统组成。这些无线接入点收集

在工业、科学、医疗（ISM）频段上工作的所有设备的相关信息。它们识别和评估潜在干扰源并将信息发送

给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根据需求控制无线接入点，收集频谱数据，转发信息到网管系统或者到移动服

务引擎（MSE）。无线控制器提供一个本地的用户接口，用来配置基本的 CleanAir 特性和显示基本的频段

信息。网管系统提供一个高级的用户接口用来配置思科 CleanAir 特性，显示信息并进行记录。MSE 对于基

础特性是可选的，但是对于诸如非 Wi-Fi 干扰设备位置追踪等高级特性是需要 MSE的。  

 

对于在无需牌照频带运行的每个设备，思科 CleanAir 会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在哪，它如何影响你的无线网

络，以及你的网络将要采用什么行为。它简化了射频，使得你可以不必成为一个射频专家就可以好好使用

无线网络。  

 

无线局域网系统在 2.4 和 5GHz ISM 频带上工作。许多设备，比如微波炉、无线电话和蓝牙设备也工作在这

些频段，并且对 Wi-Fi 设备运行产生干扰。 

 

许多高级 WLAN 服务诸如无线语音（VoWLAN）和 IEEE 802.11n 无线通信可能被其他 ISM 频带的合法用

户严重干扰。思科 CleanAir 集成在思科统一无线网络中可解决射频干扰问题。  

 

CleanAir 的配置 
 

CleanAir 在无线控制器/移动无线控制器级别中默认是禁用的，必须在所有移动无线控制器中启用。要启用 

CleanAir，请输入如下命令：  

 
ap dot11 24 cleanair ap dot11 5 

cleanair Controller#show ap dot11 24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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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如下命令在单个无线接入点的无线电模块上启用或禁用 CleanAir：  

 
ap name AP0022.bd18.87c0dot11 24 cleanair 
The no form of the command disables CleanAir. 

 



在全局下使用如下命令查询 CleanAir 在设备上的配置以及无线接入点空口介质质量（AQ）。  

 
show ap dot11 24 cleanair device type all 

使用下面命令显示移动无线控制器的 CleanAir 配置：  

 
show ap dot11 24 cleanair config 

 
 
 
 
 
 
 
  



 

 

高可用性 
 

采用 CT5760 首发版本，无线接入点可以配置主要、第二、第三无线控制器。当主无线控制器失效，根据无

线控制器管理的无线接入点数量，无线接入点由第二无线控制器接管。一旦它检测到主无线控制器不可用，

无线接入点重新发现无线控制器，并重新建立连接第二无线控制器的 CAPWAP 隧道。另外，客户端必须与

无线接入点重新认证。图 10-1 显示了主、第二、第三无线控制器冗余。  

 

图 10-1：CT5760 高可用性 

 

 
 

注意：在 7.3 以及后续版本，传统无线控制器支持无线接入点状态切换（AP SSO）。对于有关 AP SSO高可

用性功能的其他信息，参考高可用性（AP SSO）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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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冗余  
 

CT5760支持部署备份无线控制器在数据中心作为多个无线控制器的备用无线控制器的N+1冗余场景。无线

接入点分别配置主无线控制器并配置共同的备用无线控制器。 

 

图10-2 N+1冗余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315/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bd3504.shtml


 
 

高可用性配置 
 
#ap name apname controller ? 
primaryConfigures primary controller 

secondaryConfigures secondary controller 

tertiaryConfigures tertiary controller 

 

使用下面的命令确认配置：  

 
#show ap name <ap-name> config general 

 

为了减少无线控制器失效检测时间，你可以配置无线控制器与无线接入点之间的心跳间隔为更小的超时时

间。  

 
#ap capwap timers heartbeat-timeout <1-30> 

 

除了为了某个无线接入点配置主、第二、第三无线控制器，也可以为某个特定无线控制器配置主和第二备

用无线控制器。如果在无线接入点一侧没有主、第二、第三无线控制器的配置，而主和/或第二备用无线控

制器被配置在无线控制器一侧（并下载到无线接入点），主和/或第二备用无线控制器被填加到无线接入点

的主要探测请求信息接收列表中。为了配置某无线控制器的主备无线控制器，采用如下命令：  

 
(config)#ap capwap backup ? 
primaryConfigures primary Controller 
secondaryConfigures secondary Controller 

 
  



 
 

接口组（Interface Group）  
 

接口组是接口的逻辑组。接口组简化了用户的配置，同一接口组可以用在多个 WLAN 上，或用在覆盖每无

线接入点组的 WLAN 接口。接口组可以包括隔离接口和非隔离接口。一个接口可以作为多个接口组的成员。  

一个 WLAN 可以与一个接口或者一个接口组关联。接口组名称和接口名称不可以相同。 

 

这个特性也可以使你基于相连的外部无线控制器将某个客户端与某个子网相关联。根据需要，锚无线控制

器 WLAN 可以被配置为管理外部无线控制器 MAC 与某接口或者某接口组（外来映射）之间的映射。如果

这个映射没有配置，在那个外部无线控制器的客户端获得与 WLAN 中与接口组关联的 VLAN。  

 

你也可以配置接口组的 AAA 覆盖。这一特性将当前可被配置的无线接入点组和 AAA 覆盖架构延展为覆盖

接口组 WLAN。利用接口组方法可以完成多接口的配置。 

 

这一特性使网络管理人员可以配置外部位置的无线客户访问限制，并从外部位置的多子网中获得 IP 地址和

同一个锚无线控制器下的无线控制器。 

 

接口组配置  
 

利用下面的命令可以建立无线控制器上的 VLAN 组：  

 
vlan group word vlan-list 100-200 

show vlan group 

 

利用下面的命令可以做 VLAN 组到 WLAN 的映射：  

 
wlan corporate 1 corporate client vlan word 

show wlan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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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无线接入点组（AP Groups）  

 
无线接入点组的相关信息  

 
在无线控制器上建立 512 个 WLAN 时，你可以选择对不同的无线接入点公布它们（使用无线接入点组），

这样可以提高无线网络中的管理性。在典型部署场景下，WLAN 的所有用户被映射到无线控制器某一个接

口上。因此，所有关联在 WLAN 的用户在同一个子网或者 VLAN 中。然而，你可以选择在某几个端口或者

诸如某部门（比如市场部）的一组用户中进行负载分担。然而，你可以选择在某几个端口或者诸如某部门

（比如市场部）的一组用户中进行负载分担。 

 

图11-1 无线接入点组 



 

 
 

在图 11-1中，3 个配置好的动态端口被映射到三个不同的 VLAN（VLAN61，VLAN62，VLAN63）。三个

无线接入点组被定义并且每个组是不同 VLAN 的成员，但是所有成员采用相同的 SSID。SSID 下的客户端

被从 VLAN 所属的子网中分配一个 IP 地址。比如，VLAN61 的无线接入点组下的无线接入点下的任何一个

用户被分配了那个对应子网的 IP 地址。  

 

在图 11-1的这个例子中，无线控制器内部将无线接入点之间的漫游作为一个 3 层漫游对待。通过这种方式，

WLAN 客户端持有它们的原有 IP 地址。  

 

在所有无线接入点加入到无线控制器中后，你可以建立无线接入点组并且向其分配最多 16 个 WLAN。每个

无线接入点发布它所属无线接入点组启用的 WLAN。无线接入点不会发布它无线接入点组中没有启用的 

WLAN 或者属于其他组的 WLAN。 
 

注意 默认无线接入点组可以关联最多16个WLAN。默认无线接入点组的WLAN ID必须小于等于16。如果在

默认接入点组中，创建了一个ID大于16的WLAN，那么该WLAN的SSID不会被广播。默认接入点组中的所

有WLAN ID都必须小于等于16。ID大于16的WLAN能够被分配给定制接入点组。 

 

采用下面的命令建立无线接入点组名称：  

 
ap group <WORD> wlan <apgroup> vlan < VLAN#> 

 

下面的命令用来映射无线接入点到无线接入点组： 

 



ap name <name> ap-groupname <apgroup> 

 

执行了上面的命令之后，无线接入点会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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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配置 
 

CT5760 无线控制器上默认没有开启组播功能。你可以用下面命令开启 IPv4 或 IPv6 的组播转发： 
(config)#wireless multicast 

 

IGMP Snooping 必须在无线控制器上采用下面的命令开启：  
(config)#ip igmp snooping 

 

对于 IPv6，采用下面的命令：  
(config)#ipv6 mld snooping 

 

无线控制器到无线接入点的转发模式  
 

在开启组播的同时，组播流量可以被转发到无线接入点。无线控制器用 CAPWAP 封装收到的组播报文然后

将报文发送到每个无线接入点。这个模式叫做组播单播（MCUC）模式。亦或，无线控制器可以将组播报

文封装到另一个组播报文，然后发送一次。这个模式更有效，因为在无线控制器中只创建一个报文。这个

模式叫做组播组播（MCMC）模式。采用这个模式，你必须在无线控制器上配置一个组播组。每一个连接

到无线控制器的无线接入点都加入这个组播组，并能够接收到组播流。你可以采用下面的命令配置组播组

并开启 MCMC： 

 
(config)#wireless multicast 

(config)#ap capwap multicast 239.3.3.3 

 

你可以采用命令的 no 形式来恢复默认的 MCUC 模式：  

 
(config)#no ap capwap multicast 

 

和传统的无线控制器方案一样，组播组在 VLAN 的基础上创建。比如说，如果你的 WLAN 映射到

VLAN100，然后如果一个客户端请求那个 WLAN 的组播，无线控制器创建一个组播组标示（MGID），这

个标示映射了组播源，组播地址和在这个例子中的 VLAN100。无论在WLAN中的客户VLAN是多少，都是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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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 VLAN 特性 
 

这个例子中创建两个接口，然后将接口组映射到 VLAN：  

 
(config)#interface vlan 19 

(config-if)#ip address 10.10.19.1 255.255.255.0 

(config)#interface vlan 21 



(config-if)#ip address 10.10.21.1 255.255.255.0 

(config)#vlan group Group19to21 vlan-list 19,21 

 

下面的命令创建 WLAN，然后映射 WLAN 到 VLAN 组：  

 
(config)#wlan open19 4 open19 

(config-wlan)# client vlan Group19to21 

(config-wlan)# 

 

采用 IP Multicast VLAN 命令映射组播流量到某个 VLAN:  

 
(config-wlan)# ip multicast vlan 21 

 

无线控制器采用 VLAN21 接口处理该 WLAN 的组播流量。  

 

注意：一旦组播转发被在无线控制器上配置，你必须配置你的网络基础架构支持组播。  

 

注意：CT5760 采用 IGMPv2。这个是最终用户不可更改的。  

 

广播转发  
 

类似于组播，广播转发默认也是关闭的（无线控制器接收到的广播包不向无线设备转发）。广播转发基于 

VLAN 开启。你可以采用下面的命令开启某个 VLAN 的广播转发：  

 
(config)#wireless broadcast vlan 21 

 

如果你不识别某个 VLAN，你也可以对所有的 VLAN 开启广播转发：  

 
(config)#wireless broadcast 

 

然后，你可以采用下面的命令对某几个 VLAN 下的广播转发进行限制：  

 
(config)#no wireless broadcast vlan 20 

 

配置核实  
 

你可以采用几种方法核实组播。从无线控制器组件，你可以显示组播的状态，无线接入点组播模式，和每

一个 VLAN 的广播/非 ip 组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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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wireless multicast 

 

你可以显示所有（S,G 和 V）和相关的 MGID 值：  

 
#show wireless multicast group summary 

#show ip igmp snooping 

# show ip igmp snooping wireless mgid 

 

所有这些命令在 IPv6 MLD 监视器下也是可用的。你必须使用 ipv6 关键字代替 ip 采用 mld 关键字代替 igmp： 
show ipv6 mld snooping, show ipv6 mld snooping wireless mgid 

 

你也可以查看所有的组播组和他们的活动端口： 
#show ip igmp groups 

 

为了查看 IGMP 的版本和相关联的组的端口，采用下面的命令： 
#show ip igmp snooping groups 



 

安装和升级 CT5760 的软件版本  
 

可以从下面的链接获取详细的升级过程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witches/lan/catalyst3850/software/release/3.2_0_se/system_management/append

ix/swiosfs.html#wp1311040 

 

1.从USB拷贝新镜像到flash.  
Controller#copy usbflash0:/ ct5760-ipservicesk9.SSA.03.07.97.EMD.150-7.97.EMD.bin 

flash: 

Destination filename [ct5760-ipservicesk9.SSA.03.07.97.EMD.150-7.97.EMD.bin]? Copy in 

progress...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266151060 bytes copied in 36.030 secs (7386929 bytes/sec) 

Controller# 

 

2.仅针对第一次安装采用下面的CLI，从flash扩展你的捆绑镜像。非第一次安装请查看步骤5.  
Controller#software expand file flash:ct5760-ipservicesk9.SSA.03.07.97.EMD.150- 

7.97.EMD.bin verbose 

Preparing expand operation 

[1]: Expanding bundle flash:ct5760-ipservicesk9.SSA.03.07.97.EMD.150-7.97.EMD.bin 

[1]: Copying package files 

[1]: Package files copied 

[1]: Finished expanding bundle flash:ct5760-ipservicesk9.SSA.03.07.97.EMD.150- 

7.97.EMD.bin 

 

3.从flash检查扩展文件：  
Controller#dir flash: 

Directory of flash:/ 

311309-rw-266151060Mar 31 2010 05:58:22 +00:00ct5760- 

ipservicesk9.SSA.03.07.97.EMD.150-7.97.EMD.bin 

360451-rw-96724320Mar 31 2010 06:00:19 +00:00ct5760- base.SSA.03.07.97.EMD.pkg 

360452-rw-1292972Mar 31 2010 06:00:25 +00:00ct5760- drivers.SSA.03.07.97.EMD.pkg 

360453-rw-53521356Mar 31 2010 06:00:21 +00:00ct5760- infra.SSA.03.07.97.EMD.pkg 

360454-rw-43506528Mar 31 2010 06:00:23 +00:00ct5760-iosdipservicesk9. 

SSA.150-7.97.EMD.pkg 

360455-rw-20646616Mar 31 2010 06:00:22 +00:00ct5760- 

platform.SSA.03.07.97.EMD.pkg 

360456-rw-50455240Mar 31 2010 06:00:25 +00:00ct5760- 

wcm.SSA.03.07.97.EMD.pkg 

360450-rw-1208 Mar 31 2010 06:00:36 +00:00packages.conf 

 

4.配置从flash启动：  
Controller#conf t 

Controller(config)#boot system flash:packages.conf 

Controller(config)#end 

Controller# 

 

5.对于后续升级，输入下面命令：  
software install file flash:ct5760-ipservicesk9.SSA.03.08.58.EMP.150- 

8.58.EMP3.bin verbose 

Preparing install operation ... 

[1]: Starting install operation 

[1]: Expanding bundle flash:ct5760-ipservicesk9.SSA.03.08.58.EMP.150- 

8.58.EMP3.bin 

[1]: Copying package files 

[1]: Package files copied 

[1]: Finished expanding bundle flash:ct5760-ipservicesk9.SSA.03.08.58.EMP.150- 

8.58.EMP3.bin 

[1]: Verifying and copying expanded package files to flash: 

[1]: Verified and copied expanded package files to flash: 

[1]: Starting compatibility checks 

[1]: Finished compatibility checks 

[1]: Starting application pre-installation processing 

[1]: Finished application pre-installation processing 

[1]: Old files list: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witches/lan/catalyst3850/software/release/3.2_0_se/system_management/appendix/swiosfs.html#wp1311040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witches/lan/catalyst3850/software/release/3.2_0_se/system_management/appendix/swiosfs.html#wp1311040


Removed ct5760-base.SSA.03.08.58.EMP1.pkg 

Removed ct5760-drivers.SSA.03.08.58.EMP1.pkg 

Removed ct5760-infra.SSA.03.08.58.EMP1.pkg 

Removed ct5760-iosd-ipservicesk9.SSA.150-8.58.EMP1.pkg 

Removed ct5760-platform.SSA.03.08.58.EMP1.pkg 

Removed ct5760-wcm.SSA.03.08.58.EMP1.pkg 

[1]: New files list: 

Added ct5760-base.SSA.03.08.58.EMP3.pkg 

Added ct5760-drivers.SSA.03.08.58.EMP3.pkg 

Added ct5760-infra.SSA.03.08.58.EMP3.pkg 

Added ct5760-iosd-ipservicesk9.SSA.150-8.58.EMP3.pkg 

Added ct5760-platform.SSA.03.08.58.EMP3.pkg 

Added ct5760-wcm.SSA.03.08.58.EMP3.pkg 

[1]: Creating pending provisioning file 

[1]: Finished installing software.New software will load on reboot. 

[1]: Committing provisioning file 

[1]: Do you want to proceed with reload? [yes/no]:yes 

 

6.重启系统。  

 

将无线控制器加入思科 Prime  
 

完成下面的步骤来添加无线控制器：  
 

1.登录思科 Prime。 

 

 
 

2.点击导航进入 PI > Operate > Device Work Center。 

 



 
 

3.点击Add Device。 

 

  
 

4.输入CT5760参数：  

a. IP地址-CT5760的管理IP.  

b.读-写SNMP字符串（private） 

c. Telnet身份凭证  
 

5.确认思科Prime Infrastructure发现CT5760-是否可达和成功，显示设备正确的状态。 
 

6.查看思科Prime Infrastructure图形界面对CT5760的管理，比如，客户端状态、细节、报告等。 

 

 



 

灵活 Netflow  
 

思科 IOS® 灵活 Netflow 是下一代流技术。它可以优化网络结构，能够减少运行成本并弹性和可扩展地提高

容量及安全意外检测。IP 流量以及其源、流量目的、时长和应用信息对于网络可用性、性能以及排错都至

关重要。IP 流量被监控能够提高对容量规划的精准性并能够确定资源被使用在恰当的地方。灵活Netflow 技

术帮助你确认如何优化资源利用，计划网络能力，确认应用层 QoS 的最优应用。它在网络安全中对阻挡拒

绝服务（DoS）攻击和网络蠕虫传播扮演重要角色。 

 

下面命令用来配置灵活 Netflow：  
 
! 

flow record IPv4flow 

match ipv4 protocol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match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match flow direction 

collect counter bytes long 

collect counter packets long 

collect timestamp absolute first 

collect timestamp absolute last 

! 

! 

flow exporter IPv4export-1 

destination 10.1.1.6(IP address of your Netflow Collector. It should be v9 

netflow. 

transport udp 2055 

! 

! 

flow monitor IPv4flow (you can view the flows on the switch using CLI if netflow 

Collector not available) 

description Monitor all IPv4 traffic 

exporter IPv4export-1 

cache timeout active 30 

record IPv4flow 

! 

 

用下面的命令来显示：  

 
show flow monitor name monitor-name cache 

show flow record 

show flow-sampler 

show flow monitor 

 

请参考思科灵活NetFlow配置指南，思科IOS XE版本3SE(Catalyst 3850交换机)获取Netflow配置的额外信息。 

12-8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witches/lan/catalyst3850/software/release/3.2_0_se/flexible_netflow/configuration_guide/b_fnf_32se_3850_cg.html


 

 

QoS配置 
 

CT5760无线控制器上的思科IOS®软件支持如下有线/无线QoS功能：  

•通过模块化 QoS CLI，无线有线环境下一致的 QoS 的 CLI 配置  

•每 AP、SSID、无线电模块和客户端粒度的 QoS 策略  

•无线接入点上无线客户端带宽的公平分配  

•思科IOS® 和ASIC技术提供线速性能  

 

启用QoS 
 

基于模块化QoS的 CLI模式，在CT5760上默认启用。需要显式标记流量来修改有线端口流量的服务类别

（CoS）或者差分服务代码点（DSCP）。从无线到无线端口或从无线到有线端口的流量被认为是不可信 

的。虽然QoS是全局启用，如果流量通过一个SSID，它必须被专门标记或受信处理，否则所有QoS值

（DSCP，COS）将被设置为默认值（0）。  

 

管理 QoS 
 

CT5760上的QoS策略由如下两种方法提供：  

•经由CLI  

•经由AAA  

 

这里的配置举例说明的是通过CLI来配置策略。AAA配置策略的方式会在之后特定的章节讲述。QoS策略名

称（并不是真正的QoS策略）通过AAA服务器递交到5760平台。由于这个事实，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在平台

上管理QoS，QoS策略配置必须放在本地。  

 

标记模型 
 

CT5760支持下述的标记模型：  

•每端口标记（有线）  

•每客户端标记（无线）  

•每SSID标记（无线）  

•每VLAN标记（有线） 

 

采用统一策略，每端口和每客户端标记策略可以是具有相同含义的，但是应用于不同的目标（无线客户端、

物理端口）。每个模型都会在此讨论。  

 



每端口或每客户端标记  
 

类似于Catalyst4500，每端口或者每客户端标记模型匹配VoIP的16384-32767的UDP端口。信令流量匹配

SCCP端口（TCP 2000-2002），以及SIP端口（TCP/UDP 5060-5061）。传统的数据流量匹配到一些端口。

不同于Catalyst 3750-E那样需要明确的默认级别，因为在WLC3850/5760上的默认级别执行隐含策略行为

（比如标记或者策略）。 

 

!   ACL配置 
ip access-list extended VOIP 

remark Voice 

permit udp any any range 16384 32767 

ip access-list extended SIGNALING 

remark SCCP 

permit tcp any any range 2000 2002 

remark SIP 

permit tcp any any range 5060 5061 

permit udp any any range 5060 5061 

ip access-list extended TRANSACTIONAL-DATA 

remark HTTPS 

permit tcp any any eq443 

remark ORACLE-SQL*NET 

permit tcp any any eq1521 

permit udp any any eq1521 

remark ORACLE 

permit tcp any any eq1526 

permit udp any any eq1526 

permit tcp any any eq1575 

permit udp any any eq1575 

permit tcp any any eq1630 

permit udp any any eq14002 

permit udp any any eq14006 

!    Class-map配置 
class-map match-all VOI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VOIP 

class-map match-all SIGNALING 

match access-group name SIGNALING 

class-map match-all TRANSACTIONAL-DATA 

match access-group name TRANSACTIONAL-DATA 

! 每端口或者每客户端入向打标Policy-map配置 
policy-map PER-PORT-MARKING 

class VOIP 

set dscp ef 

class SIGNALING 

set dscp cs3 

class TRANSACTIONAL-DATA 

set dscp af21 

class class-default 

set dscp default 

!  策略加载到接口 

!  无线客户端关联到WLAN  
wlan OPEN 2 OPEN 

band-select 

client vlan 3 

ip dhcp server 10.17.1.9 load-balance 

no security wpa 

no security wpa akm dot1x 

no security wpa wpa2 

no security wpa wpa2 ciphers aes 

service-policy client input PER-PORT-MARKING 

session-timeout 1800 

no shutdown 

 

策略模型 



 

CT5760上采用如下几个策略模型：  

•每端口策略 

•每客户端策略  

•每SSID策略  

 

下面的基于客户端策略举例中，策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法用于分层形式中。在这个例子中，一个策略可以

被用在双方向上，用来监测客户端的流量集合，也会用于语音等某些特殊流量。  

 

下面是一个不分层的每端口或者每客户端策略配置的举例：  

 

!    ACL配置 
ip access-list extended VOIP 

remark Voice 

permit udp any any range 16384 32767 

ip access-list extended SIGNALING 

remark SCCP 

permit tcp any any range 2000 2002 

remark SIP 

permit tcp any any range 5060 5061 

permit udp any any range 5060 5061 

ip access-list extended TRANSACTIONAL-DATA 

remark HTTPS 

permit tcp any any eq443 

remark ORACLE-SQL*NET 

permit tcp any any eq1521 

permit udp any any eq1521 

remark ORACLE 

permit tcp any any eq1526 

permit udp any any eq1526 

permit tcp any any eq1575 

permit udp any any eq1575 

permit tcp any any eq1630 

permit udp any any eq14002 

permit udp any any eq14006 

! Class-map配置 
class-map match-all VOI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VOIP 

class-map match-all SIGNALING 

match access-group name SIGNALING 

class-map match-all TRANSACTIONAL-DATA 

match access-group name TRANSACTIONAL-DATA 

!   每端口或者每客户端入向打标Policy-map配置 
policy-map PER-PORT-POLICING 

class VOIP 

set dscp ef 

police 128000conform-action transmitexceed-action drop 

class SIGNALING 

set dscp cs3 

police 32000conform-action transmitexceed-action drop 

class TRANSACTIONAL-DATA 

set dscp af21 

class class-default 

set dscp default 

!     策略加载到接口 

!      无线客户端关联到WLAN，双向限速 
wlan OPEN 2 OPEN 

band-select 

client vlan 3 

ip dhcp server 10.17.1.9 

load-balance 

no security wpa 

no security wpa akm dot1x 

no security wpa wpa2 

no security wpa wpa2 ciphers aes 



service-policy client input PER-PORT-POLICING 

service-policy client output PER-PORT-POLICING 

session-timeout 1800 

 

下面是分层的每客户端策略配置举例：  

!   无线客户端Policy-map，限速2Mbps，语音子网限速128k，信令32k 
policy-map AGG-POLICE  

class class-default 

police 200000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drop 

service-policy PER-PORT-POLICING 

policy-map PER-PORT-POLICING 

class VOIP 

set dscp ef 

police 12800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drop 

class SIGNALING 

set dscp cs3 

police 3200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drop 

class TRANSACTIONAL-DATA 

set dscp af21 

class class-default 

set dscp default 

 

无线队列  
 

无线队列默认提供了队列策略。这一策略可以利用show run命令查看，策略包含了静态流量级别，是不能够

更改的。这一级别只用在无线端口的组播非实时流量上。为了在无线端口的出方向启用另外的队列，静态

策略映射port_child_policy 必须被修改为包含3个额外级别。当默认级别弥补队列中的剩余部分，队列中的

两个队列支持优先级排队。  

 

下面是出方向无线队列策略举例：  
policy-map port_child_policy 

class non-client-nrt-class 

bandwidth remaining ratio 7 

class RT1 

priority level 1 

police 640000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drop 

class RT2 

priority level 2 

police 1920000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drop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remaining ratio 63 

 

在这个例子中，策略限制为一个优先级队列的集合，它将RT1和RT2排队为一个如显示中的控制率的集合。

策略也提供了另外的非实时级别，这一级别采用带宽剩余比例命令对带宽进行相关配置。可用带宽比例被

采用于non-client-nrt（或者组播和非客户端非实时流量队列）和默认级别队列。  

 

无线多媒体（WMM）配置  
 

无线多媒体（WMM）将流量分为四种 QoS 接入级别：背景（background）、尽力而为（best effort）、视

频（video）和语音（voice）。  

 
(config) wlan <your WLAN name> (config-wlan) shutdown 

(config-wlan) broadcast 

(config-wlan) radio all (to enable this WLAN configuration on both AP radios and all Wi-Fi 

protocols) 

(config-wlan) wmm require 

(config-wlan) no security <your Current security setting> 

(config-wlan) no shutdown 

 



WMM 配置选项包括：  

• WMM 必选——只有启用 WMM 的客户端可以加入 WLAN  

• WMM 可选——非 WMM 客户端和 WMM 启用客户端可以加入 WLAN 

–WMM 启用客户端传输所有流量均带有 QoS 包头。  

–非 WMM 客户端不传输带有 WMM QoS 包头的流量。 
 

注意：非 WMM 不能从无线接入点接收带有WMM QoS 包头的报文 。所有从非 WMM 客户端接收或者发送

的流量都采用尽力而为级别在 Wi-Fi 信道传输。  

 

配置 ISE 用来认证和推送 QoS 策略  
 

认证和推送QoS策略采用下面的步骤。  
 

步骤1：设置NAS-Port-Type的expression为“Virtual”。  

 

 
 

步骤2：建立认证参数。 

 

 
 

步骤3：认证-定义结果并使用相同条件  

 



 
 

步骤4：进入Policy > Results 

 

 
 

步骤5：选择在步骤6中底部出现的Cisco-AV-Pair。  

 

 
 

步骤 6：修改“Cisco av-pair name”的“Advanced Attribute Settings ”为“ip:sub-qos-policy-in”或

“‘ip:sub-qos-polify-out”并添加 WLC3850/5760 的 QoS 策略名称。当客户端被关联和认证，策略名称会推

送到 WLC3850/5760。 

 



 

 

思科 IOS®工具命令语言脚本  
 

由于 CT5760 无线控制器基于思科 IOS® 软件，用户现在可以在无线控制器上采用工具命令语言（TCL）脚

本。 

 

 

 

原文链接：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technology/5760_deploy/CT5760_Controller_Deployment_Guide.html  

翻译：余骏 

校对：谢清 

译于 2013 年 12 月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technology/5760_deploy/CT5760_Controller_Deployment_Gu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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