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lexConnect 特性列表（7.5 版本） 

 

 

介绍 

 

此文档提供了无线控制器上的 FlexConnect 特性的特性列表。这个列表运用在思科统一无线网络 7.0.116.0 及

以上版本。 

在 7.2 版本之前，FlexConnect 被叫做混合 REAP（HREAP）。现在被叫做 FlexConnect。 

 

先决条件 

要求 

 

思科建议您了解这些主题：  

•控制和配置无线接入点（CAPWAP）协议。 

•配置思科轻量级接入点和无线控制器。 

 

组件使用  

 

此特性列表概述的功能可在思科统一无线网络 7.0.98.0 版本以上工作 

 

FlexConnect 介绍 

 

FlexConnect 是为分支机构和远程办公室部署无线网络的解决方案。它使您可以通过广域网（WAN）链接配

置和控制无线接入点而无需在公司的每个分支或远程办公室部署无线控制器。FlexConnect 无线接入点可以在



本地转发无线客户端的数据流量，当和无线控制器的连接丢失时执行本地无线客户端的身份验证。当他们恢复

了到无线控制器的连接时，他们也可以转发流量回到无线控制器。FlexConnect 只在这些组件上支持： 

•1130AG, 1140, 1240AG, 1250, AP801, 3500I, 3500E , 1040 和 AP 1260 无线接入点 

•思科 Flex 7500，思科 5500，4400 和 2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 

•Catalyst 3750G 集成无线局域网控制器交换机 

•思科 WiSM 和 WiSM2 无线控制器 

•集成多业务路由器网络模块上的无线控制器 

 

下一节概述了 FlexConnect 特性列表。 

 

FlexConnect 特性列表 

在 7.0.116.0 和之上版本中的传统及新特性 

 

客户端安全性 

 

根据模式和状态的不同，FlexConnect 支持的安全特性存在差异。下表汇总了支持的安全特性。 

 

 

广域网连接 (集

中转发)  

广域网连接 (本

地转发)  广域网连接中断 (独立模式)  

开放/静态 WEP  支持  支持  支持  

WPA-PSK  支持  支持  支持  

802.1x 
(WPA/WPA2)  

支持  支持  支持  

MAC 地址认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CCKM 快速漫游 支持  支持  已连接的客户端支持。新关联的

客户端不支持。  

 

网络基础设施安全性 

 

 

广域网连接  广域网连接  广域网连接中断 



(集中转发)  (本地转发)  (独立模式)  

数据 DTLS  支持  N/A  N/A  

本地 EAP (LEAP/ 

EAP-FAST)  

在7.0.116.0版本支持  在7.0.116.0版本支持 支持  

备份 Radius  在7.0.116.0版本支持 在7.0.116.0版本支持 支持  

MIC  支持  支持  N/A  

 

安全 

 

根据模式和状态的不同，FlexConnect 支持的安全特性存在差异。下表汇总了传统版本和 7.0.116.0 以及以上

新版本支持的安全特性。 

 

 

广域网连接  

(集中转发)  

广域网连接  

(本地转发)  

广域网连接中断 

 (独立模式)  

自适应 wIPS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欺诈检测, IDS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管理帧保护(客户端, 基础设

施)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自签证书 支持  支持  N/A  

欺诈设备检测协议

（RLDP ） 

取决于广域网的速

度  

取决于广域网的速

度 

不支持  

OKC 快速漫游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1
  

FlexConnect 本地认证 N/A  支持  支持  

AAA 覆盖 支持  支持  支持  

ACL  支持  支持
2
  支持

2
  

P2P 阻止 支持  支持  支持  

Mesh LSC 支持 N/A  N/A  N/A  

ISE 1.1  支持  支持 (7.2.110.0)  不支持  

PCI 法规遵从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DTLS 支持 支持  N/A  不支持  

wIPS 本地模式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每个 WLAN 客户端限制 支持  支持
3
  不支持  

每个频段客户端限制  支持  支持  支持  

客户端屏蔽政策 支持  支持
3
  不支持  

 

 1.当客户端关联到广域网连接模式的无线接入点时支持。 

 2.FlexConnect ACL 应当被使用 



 3. 限制无线客户端的操作通过无线控制器完成，因此无线客户端在成功关联后紧接着被取消关联。 

 

语音和视频 

 

下表列出了 FlexConnect 在无线控制器版本 7.0.116.0 以及之后版本下支持的传统和新的语音和视频服务  

 

 

广域网连接 (集中转发)  

100ms RTT 

广域网连接 (本地转发) 

100ms RTT  广域网连接中断 (独立模式)  

语音 100 ms RTT 时间内支持 100 ms RTT 时间内支持 100 ms RTT 时间内支持 

900 ms RTT 时间内支持(采用

CCKM 和 OKC)  

900 ms RTT 时间内支持(采用

CCKM 和 OKC) 

QoS 标记
2
  

支持  支持  支持  

UPSD  支持  支持  支持  

语音诊断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语音指标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TSPEC 
/CAC  

支持 - 非 CCX 无线客户端 支持 - 非 CCX 无线客户端 不支持  

支持 - CCX 无线客户端
3
  支持 - CCX 无线客户端

3
 

 

• 2 - 包括 DSCP/dot1p 标记 

• 3 - CAC 在无线控制器上完成，漫游失败的无线客户端将被取消关联。 

 

服务 

 

下表列出了 FlexConnect 在无线控制器版本 7.0.116.0 下支持的传统和新的服务 

 

 

广域网连接 (集中转发) 

100ms RTT 

广域网连接 (本地转发) 

100ms RTT  

广域网连接中断  

(独立模式)  

内部 Web 认证 支持  支持  N/A  

外部 Web 认证 支持 (7.2.110.0)  支持 (7.2.110.0)  N/A  

CleanAir (在 3500

上是 SI)  

支持  支持  N/A  

多播转单播
(Videostream)  

支持  N/A  N/A  



定位服务 支持，可定位数量与可用广域

网带宽成比例 

支持，可定位数量与可用广

域网带宽成比例 

N/A  

RRM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下一代 RRM - 射频

静态分组 

支持
1
  支持

1
  不支持  

CleanAir 技术 SE

连接模式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2
  

S60 增强特性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Bonjour 网关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mDNS AP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LSS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基于来源的服务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优先级 MAC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Bonjour 浏览器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 1 -  任何无线资源管理的具体请求（至少有 4 个接入点才能进行 TPC 操作） 

• 2 - 与无线控制器断开后还可支持，但是一旦重新启动则无法支持 

 

网络基础设施 

 

 

广域网连接 (集中转发) 

100ms RTT 

广域网连接 (本地转发) 

100ms RTT  

广域网连接中断  

(独立模式)  

被动的客户端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Syslog 系统日志 支持  支持  支持  

CDP  支持  支持  支持  

Client Link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无线接入点固件提前下

载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FlexConnect 智能 AP 镜

像升级 

支持  支持  支持
1
  

无线接入点国家代码域

更新（智利） 

支持  支持  支持  

VLAN 选择和组播优化 支持  N/A  N/A  

无线网状网 – 2.4GHz 回

程 

N/A  N/A  N/A  

WGB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第三方 WGB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Web 验证代理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FlexConnect AP 组增加 支持  支持  支持  

客户端容错 N/A  支持  N/A  

DHCP 选项 60  支持  支持  支持  

DFS/802.11h  支持  支持  支持  

AP 组 VLAN  支持  N/A  N/A  

 

• 1 – 如果主 AP 已经升级并且从 AP 要和他们的主 AP 一起升级时提供 

 

移动和漫游场景 

 

WLAN 配置 本地交换 集中交换 

 CCKM  PMK (OKC)  其它 CCKM  PMK (OKC)  其它  

相同 Flex 组之间的

移动 

快速漫游
1
  快速漫游

1
  完整认证

1
  快速漫游  快速漫游  完整认证  

不同 Flex 组之间的

移动 

完整认证
1
  快速漫游

1
  完整认证

1
  完整认证  快速漫游  完整认证  

控制器内的移动 N/A  N/A  N/A  完整认证  快速漫游  完整认证  

 

• 1 – 提供的 WLAN 被分配进相同的 VLAN（相同子网）  

 

相关信息 

• H-Reap 设计和部署指南  

• 混合远程边缘接入点(H-REAP) 基本故障排除  

• 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配置指南 7.0 版本  

• 技术支持和文档 – 思科系统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products/ps10315/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736123.s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tech/tk722/tk809/technologies_tech_note09186a008081103d.s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docs/wireless/controller/7.0/configuration/guide/c70.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cisco/web/support/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原文链接：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7.5/FlexConnect_Feature_Matri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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