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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介绍了思科融合接入 CT5760 和 Cat3850 产品的 IOS XE 3.3 版本的部署指南。

本指南帮助你部署和监控 3.3 版本的新功能。本文中介绍的功能只在思科第二代室

内 11n 无线接入点中支持。信标帧和探测帧的变化只适用于室内 11n 无线接入点的

频段。 

本文假设用户已经熟悉以前版本的融合接入产品。本文中没有覆盖的功能，请参考

CT5760 无线控制器部署指南和思科 Catalyst3850 交换机部署指南。 

CT5760 无线控制器 

CT5760 是创新的基于 UADP ASIC 芯片的无线控制器，作为下一代统一无线架构

的集中无线控制器。CT5760 无线控制器专门设计成与集中式无线控制器相似。他

们可与无线架构中的融合接入交换机一起支持更新的移动功能。 

图 1 思科 5760 无线控制器 

 

 

CT5760 是一个高扩展性和高性能的无线控制器，可以支持最多 1000 个无线接入点

和 12000 个客户端。无线控制器有 6 个 10 Gbps 的数据端口。作为思科统一无线网

络中的组件，CT5760 系列与思科 Aironet 无线接入点、思科 Prime Infrastructure 以

及思科移动服务引擎一起协作来支持关键业务的无线数据、语音和视频应用。 

802.11r 快速过渡漫游 

802.11r 是快速漫游的 IEEE 标准，其引入了一些新的漫游概念，在客户端漫游到目

的无线接入点前就与新的无线接入点进行初始握手，称为快速过渡（FT）。初始

握手允许客户端和无线接入点提前进行密钥（PTK）更新计算。在客户端与目的无

线接入点进行重连或者响应交互后，这些 PTK 密钥直接应用到客户端。FT 密钥层

次化设计保证用户能够快速的在无线接入点之间进行 BSS 过渡，而不需要和每个

802.11r 无线接入点重认证，减少漫游中的握手的资源，因此，减少无线接入点之

间切换的开销，同时也提供安全和 QoS。这对客户端设备非常有用，尤其是延迟

敏感的应用，例如语音和视频，同时也能保证 Wi-Fi 语音。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technology/5760_deploy/CT5760_Controller_Deployment_Guide.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switches/ps5718/ps12686/deployment_guide_c07-727067.html


本章节包括以下主题： 

 客户端如何漫游 

 基于空口的无线控制器内部漫游 

 基于空口的跨无线控制器漫游 

 基于分布系统的无线控制器内漫游 

 基于分布系统的跨无线控制器漫游 

 快速过渡漫游的 Web UI 配置 

 快速过渡漫游的 CLI 配置 

客户端如何漫游 

客户端使用 FT 协议从当前无线接入点移动到目标无线接入点，信息交换按照下面两个方

法中的一个执行： 

 基于空口的 FT 漫游 

 基于分布系统的 FT 漫游 

 基于空口：客户端使用 IEEE 802.11 的 FT 认证算法直接与目标无线接入点通信。 

图 1. RSN 中基于空口的快速 BSS 过渡 

 

 



 基于分布系统：客户端通过当前无线接入点和目标无线接入点进行通信。客户端和

目标无线接入点之间的通信承载于客户端和当前无线接入点的行动（action）帧中，

然后通过无线控制器发送。 

图 2. RSN 中基于分布系统的快速 BSS 过渡 

 

 

 

基于空口的无线控制器内部漫游 

下面的步骤描述了客户端在 AP1，AP2 之间漫游所交换的信息，无线接入点都是连接在同

一个无线控制器上： 

1. 客户端与 AP1 关联着，想要漫游到 AP2 

2. 客户端给 AP2 发送 FT 认证请求并且从 R2 收到认证响应。 

3. 客户端给 AP2 发送重关联请求并且从 R2 收到重关联响应。 

4. 客户端完成从 AP1 到 AP2 的漫游 



图 3 基于空口的无线控制器内部漫游 
 

 

基于空口的跨无线控制器漫游 

下面的步骤描述了客户端在 AP1，AP2 之间漫游所交换的信息，无线接入点连接到不同的

无线控制器 WLC1 和 WLC2，处于同一个移动组： 

1. 客户端与 AP1 关联着，想要漫游到 AP2 

2. 客户端给 AP2 发送 FT 认证请求并且从 R2 收到认证响应 

3. WLC-1 将成对主密钥（PMK）发送给 WLC-2。WLC-1 发送一个移动信息给 WLC-2，

告诉它漫游的客户端。 

4. 客户端完成从 AP1 到 AP2 的漫游  



图 4 基于空口的跨无线控制器漫游 

 

基于分布系统的无线控制器内漫游 

下面的步骤描述了客户端在 AP1，AP2 之间漫游所交换的信息，无线接入点都是连接在同

一个无线控制器上： 

1. 客户端与 AP1 关联着，想要漫游到 AP2 

2. 客户端给 AP1 发送 FT 认证请求，并收到 AP1 的 FT 认证响应 

3. 无线接入点连接在同一个无线控制器，因此预认证信息从无线控制器发送到 AP2. 

4. 客户端发送重关联请求给 AP2，从 AP2 接收到重关联响应。 

5. 客户端完成 AP1 到 AP2 的漫游。 



图 5. 基于分布系统的无线控制器内漫游 
 

 

基于分布系统的跨无线控制器漫游 

下面的步骤描述了客户端在 AP1，AP2 之间漫游所交换的信息，无线接入点连接到不同的

无线控制器 WLC1 和 WLC2，处于同一个移动组： 

1. 客户端与 AP1 关联着，想要漫游到 AP2 

2. 客户端给 AP1 发送 FT 认证请求，并且从 AP1 收到 FT 认证响应. 

3. WLC-1 将成对主密钥（PMK）发送给 WLC-2。WLC-1 发送一个移动信息给 WLC-2，

告诉它漫游的客户端。 

4. 客户端完成从 AP1 到 AP2 的漫游  



图 6 基于分布系统的跨无线控制器漫游 
 

 

快速过渡漫游的 Web UI 配置 

使用无线控制器图形界面可以配置 802.11r 快速过渡漫游： 

1. 选择 WLAN > Security > Layer2.确保 Layer 2 Security 是 WPA+WPA2 或者 Open 

2. 选择 Fast Transition 勾选框。这会启用 WLAN 的无线 FT。 

3. 勾选 Over the DS 对话框，启用基于分布系统的 FT。 

4. Reassociation Timeout 可以配置为 1-100 秒，默认是 20 秒。FT 认证请求和重关联

请求的时间间隔不能超过 Reassociation Timeout。 



图 7 802.11r Web UI 配置 
 

 

快速过渡漫游的 CLI 配置 

下面的命令是配置 WLAN 快速过渡漫游的： 

security ft [ over-the-ds | 

reassociation-timeout timeout-in-

seconds] 

Example:  

Controller(config-wlan)# security ft 

reassociation-timeout 23 

 over-the-ds：在分布系统上

启用 802.11r 快速过渡参数 

 reassociation-timeout:启用

802.11r 快速过渡的重关联

超时时间。范围是 1 到

100 秒。 

 

WLAN 配置也包括一个新的认证密钥管理（AKM）类型，叫做 FT（快速过渡） 

Controller(config-wlan)#security wpa akm ft ? 

  dot1x    Configures 802.1x support 

  psk      Configures PSK support 

 

监控 802.11r 

show wlan name wlan-name 显示出 WLAN 上的参数，包括 FT 参数。 



Example:  

FT Support              :Enabled    

FT Reassociation Timeout  :10 

FT Over-The-DS mode       :Enabled 

       

 

故障排查支持 

Controller#debug dot11 dot11r ? 

  all     all 

  events  802.11r event 

  keys    802.11r keys 

Controller#set trace dot11 dot11r ? 

  event   802.11r event debugging 

  filter  Trace Adapted Flag Filter 

  keys    802.11r keys debugging 

  level   Trace Level 

 

限制 

 仅在 OPEN 和 WPA2 WLAN 中支持 

 非 802.11r 客户端不能与 802.11r 的 WLAN 关联 

 LEAP 不支持此功能，因为 LEAP 只有 32 字节的 MSK，而其他 EAP 类型是 64 字节

的 MSK。 

 802.11r 域受限于移动组。 

 此版本不支持 FT 资源请求协议，因为客户端也不支持。 

 每个无线控制器支持与不同无线接入点的最大 3 个 FT 握手。 

 

802.11k 辅助漫游 

介绍 IOS XE 3.3 这个新功能的目的是为支持 802.11k 设备的客户端（例如 Apple）

提供一个智能和优化的邻居列表元素（Neighbor List Element），优化他们的信道

扫描、漫游和电池使用。802.11k 允许支持 11k 的客户端请求邻居报告，包括已知

的相邻无线接入点（可以用于漫游候选）信息。 

为了促进漫游，已经和无线接入点关联上的支持 11k 的客户端发送获取相邻无线接

入点的请求。这个请求以 802.11 管理帧的形式，即 action 帧发送。无线接入点响

应并回复包括相同 WLAN 上的邻居无线接入点列表以及他们的 Wi-Fi 信道号。无

线接入点的响应也是一个 action 数据包。客户端从响应帧中可以知道下一次漫游的



候选无线接入点。使用 802.11k 无线资源管理（RPM）可以保证客户端有效和迅速

的漫游。 

在拥有邻居列表的信息后，支持 11k 的客户端不需要探测所有的 2.4GHZ 和 5GHZ

信道来找到能漫游的无线接入点。不需要探测信道能够大大减少信道的占用，从而

提高信道的带宽。这样也能够减少漫游的时间和增强客户端的决策。此外，这也会

延长设备电池的使用寿命，因为不会改变每个信道的频率配置，也不会在每个信道

上发送探测请求。这避免了设备处理所有的探针回应帧。 

本章节包括以下内容： 

 802.11k 的辅助漫游 

 组装并且优化邻居列表 

 802.11k 信息单元（IEs） 

 辅助漫游的 CLI 配置 

802.11k 的辅助漫游 

802.11k 标准允许客户端请求邻居报告，报告包括了可以漫游的邻居无线接入点的

信息。使用 802.11k 邻居信息可以减少主动和被动的扫描。 

辅助漫游功能是基于智能、客户端优化的邻居列表。 

802.11k 邻居列表是按需动态生成的，不需要在交换机上维持这张表。802.11k 邻居

列表基于用户的位置信息，但是不需要移动服务引擎（MSE）。在同一交换机上

不同无线接入点的两个客户端拥有不同的邻居列表，是根据各自相邻无线接入点的

关系而生成的。 

邻居列表默认只有和已经关联无线接入点频段相同的邻居无线接入点信息。但是，

双列表配置允许 802.11k 返回两个频段的邻居信息。 

客户端在关联上无线接入点以后，只会给那些发布了 RRM 能力的信息单元（IE）

的无线接入点发送邻居列表请求。邻居列表包括了 BSSID、信道和邻居频段的运

行详情。 

组装并且优化邻居列表 

当交换机收到 802.11k 邻居列表的请求时，会发生以下事件： 

1. 交换机搜索与客户端关联的无线接入点频段相同的 RRM 邻居表。 



2. 交换机根据无线接入点之间的 RSSI（接收信号强度指示）检查邻居，无线接入点的

当前位置，思科 Prime Infrastructure 的邻居无线接入点的楼层信息，交换机的漫游

信息，以此将每个频段的邻居列表减少到六个。同一层的列表是经过优化的。 

802.11k 信息单元（IEs） 

客户端在关联上无线接入点以后，只会给那些在信标中发布了 RRM 能力的信息单

元（IE）的无线接入点发送邻居列表请求。 

在无线接入点响应的信标和探测帧中，需要实现以下单元来保证苹果手持设备的平稳整合： 

 国家单元：国家信息单元包括了允许客户端识别出基站所处的国家域，以及配置自

己的物理资源工作在该域的信息。 

 功率限制单元 

 支持 RRM 单元：RRM 能力单元为 5 个字节长，在信标和探针中用比特 1 表示无线

接入点可以提供邻居列表。当使用在关联请求中，比特 1 表示客户端的邻居列表

请求。 

当出现这三个 IEs，表明 SSID 可以提供邻居列表的功能。在此版本中，邻居列表的发送是

基于客户端的请求，而不是基于 IE 中客户端邻居列表的能力。下面 Wireshark 抓取的数据

包显示出这些信息单元。 



图 8. 802.11k 信息单元 

 

 

辅助漫游的 CLI 配置 

wireless assisted-roaming floor-

bias dBm 

Example:  

Controller(config)# wireless 

assisted-roaming floor-bias 20 

配置邻居列表标签偏差率。 

正确的范围是 5 到 25 dBm，默认 15 

dBm。 

assisted-roaming neighbor-list 

Example:  

Controller(wlan)# assisted-roaming 

neighbor-list 

配置 WLAN 的 802.11k 邻居列表。

默认情况下，当创建 WLAN 时，辅

助漫游已经启用了。通过命令前加

no 来禁止辅助漫游邻居列表。 

assisted-roaming dual-list 

Example:  

Controller(wlan)# assisted-roaming 

dual-list 

配置 WLAN 的双频段 802.11k 双向

列表。默认情况下，当创建 WLAN

时，辅助漫游已经启用了。通过命

令前加 no 来禁止辅助漫游邻居列

表。 



 
Note 

 

 

无线控制器没有 802.11k 的 GUI 配

置。802.11k 辅助漫游默认启动。  

 

 

配置样例 

本样例表明如何配置邻居楼层标签偏离率： 

Controller# configure terminal 

Controller(config)# wireless assisted-roaming floor-bias 10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enable 802.11k on a specific WLAN:  

本样例表明在某个 WLAN 上如何启用 802.11k： 

Controller(config)# wlan test 

Controller(config (wlan)# assisted-roaming neighbor-list 

 

基于预测的漫游：非 802.11k 客户端的辅

助漫游 

对非 802.11k 客户端的漫游同样可以优化。你可以为每个客户端生成一个预测邻居

列表，而不需要客户端发送 802.11k 邻居列表请求。当在 WLAN 上启用此功能，

在客户端的每次成功关联或者重关联后，相同的邻居列表优化被应用到非 802.11k

客户端上，从而生成邻居列表和存储移动基站软件数据架构的列表。不同位置的客

户端拥有不同的列表，这是因为客户探测帧在不同的邻居眼里有着不同的 RSSI 值。

因为客户端通常在关联或重关联之前进行探针，所以这个列表包括最新的探测数据

和客户端最有可能漫游到的下一个无线接入点。 

如果客户端想要关联的无线接入点与预测邻居列表上的无线接入点不一致，我们通

过拒绝关联来防止客户端漫游到这些无线接入点上。 

与积极负载均衡一样，通过配置来打开每 WLAN 和全局的辅助漫游功能。有以下

几个选项可选： 

 拒绝次数 —— 一个客户端最多能被拒绝关联的次数 

 预测阈值——邻居列表所需要的最少条目数，才能激活辅助漫游功能 



预测漫游的 CLI 配置 

assisted-roaming 

prediction 

       

Example:  

 Controller(wlan)# 

assisted-roaming 

prediction 

       

配置 WLAN 的辅助漫游预测列表功能。默

认情况下，辅助漫游预测列表功能是关闭

的。 

注    

如果负载均衡已经在 WLAN 开启

了，会发出一条告警信息，并且负载

均衡会被关闭 
 

wireless assisted-roaming 

prediction-minimum count 

       

Example:  

Controller# wireless 

assisted-roaming 

prediction-minimum 

       

配置开启预测列表功能的最少预测无线接

入点数。默认为 3. 

注     
如果预测里的无线接入点数量少于该

值，辅助漫游不会起作用。 
 

wireless assisted-roaming 

denial-maximum count 

Example:  

 Controller# wireless 

assisted-roaming denial-

maximum 8  

       

如果请求被发送到的无线接入点与预测的

无线接入点不匹配，配置客户端可以被拒

绝关联的最大次数。正确范围是 1 到 10，

默认为 5. 

wireless assisted-roaming 

prediction-minimum count 

Example:  

Controller# wireless 

assisted-roaming 

prediction-minimum  

       

配置邻居列表所需要的最少条目数，才能

激活辅助漫游功能。默认为 3. 

注     
如果预测里的无线接入点数量少于该

值，辅助漫游不会起作用。 
 

 

配置样例 

本样例表明如何在特定 WLAN 上配置预测列表： 
Controller# configure terminal 

Controller(config)# wlan test 



Controller(config)(wlan)# assisted-roaming prediction 

 

本样例表明根据辅助漫游预测阈值和最大拒绝数量，如何在特定 WLAN 上配置预

测列表 
Controller(config)# wireless assisted-roaming prediction-minimum 3 

Controller(config)# wireless assisted-roaming denial-maximum 3 

Neighbor List Response 

邻居列表响应 

邻居列表包括 BSSID\信道和邻居无线频段的工作详情，如下面 Wireshark 抓包所示： 

 

图 9. 802.11k 邻居报告 

 

 
 

802.11k 每个客户端的邻居列表可以用如下命令显示出来 
show wireless client mac-address <> detail 

     



图 10 附近无线接入点数据的 CLI 输出 

 

 

限制 

 此版本中不支持以下功能 

o TSF 偏移 

o TPC 请求/响应 

o 信标请求/响应 

o 硬件信标的安静单元 

o 11v 位置追踪 

 不支持 GUI 配置 

 因为负载均衡和预测漫游是为影响关联客户端的无线接入点所设计，所以不

能在一个 WLAN 同时开启这两个功能。 

故障排查 

下面的调试和跟踪命令可以用来做故障排查： 
Controller# debug dot11 dot11k ? 

  all           all 

  detail        802.11k detail 

  errors        802.11k errors 

  events        802.11k events 



  optimization  802.11k optimization 

  simulation    802.11k simulation 

Controller# set trace dot11 dot11k ? 

  detail        Dot11k Detailed debugging 

  errors        Dot11k Errors debugging 

  events        Dot11k Events debugging 

  filter        Trace Adapted Flag Filter 

  history       Dot11k History debugging 

  level         Trace Level 

  optimization  Dot11k Optimization debugging 

  simulation    Dot11k Simulation debugging 

802.11w 保护管理帧 

Wi-Fi 基于广播介质工作，任何设备都可以侦听或者参与其中，可以是合法设备、

也可以是非法设备。例如认证，解除认证，关联，解除关联，信标和探测的管理帧

被无线客户端用来发起和拆除网络服务。与可以被加密的数据流量不同，这些管理

帧必须要被所有客户端理解，因此不能被加密，只能作为明文传输。虽然这些帧不

能被加密，但是也需要防止被攻击。例如，一个攻击者可以仿造无线接入点的管理

帧，来攻击与此无线接入点关联的客户端。 

802.11w 协议只适用于健壮管理帧的一个子集，可以被保护管理帧（PMF）服务所

保护。这包括解除关联，解除认证和健壮行动帧。 

因此被保护的管理帧如下： 

 频谱管理 

 QoS 

 DLS  

 Block Ack 

 无线电测量 

 快速 BSS 过渡 

 SA Query  

 双重保护的公共行动 

 特定厂商的保护 

当 802.11 在无线介质中实现的时候，会发生以下事件： 

 无线接入点通过对解除认证和解除关联帧的加密来增加客户端保护，

防止在 DOS 攻击中被欺骗。 



 通过增加安全关联（SA）的拆除保护机制，包括 Association 

Comeback Time 和 SA-Query过程，增加了对架构的保护，防止欺骗

的关联请求将已经关联的客户端解除。 

802.11w 引入了新的 IGTK 密钥，它被用于保护广播/组播健壮管理帧： 

 IGTK 是认证者 STA（WLC）随机分配的值，被用于保护源 STA 的

MAC 管理协议数据单元（MMPDUs）。 

当协商好管理帧保护，无线接入点对 GTK 和 IGTK 值进行加密，放入 EAPOL-Key

帧，属于 4 次握手中的 Message 3。 

 

图 11. 四次握手的 IGTK 交换 

 

 如果后来无线接入点改变 GTK，它会使用组密钥握手向客户端发送

新的 GTK 和 IGTK。 

802.11w 定义了一个新的广播/组播完整协议（BIP），在成功建立一个 IGTKSA 后

（增加一个使用共享 IGTK 密钥创建的 MIC），它为广播/组播健壮管理帧提供数

据完整性和回放保护。 

802.11w 信息单元（IEs） 



图 12. 802.11w 信息单元 

 

 

1. RSNIE 的 RSN 能力字段的修改 

a. 比特 6：需要保护管理帧（MFPR） 

b. 比特 7：可以保护管理帧（MFPC） 

2. 增加了 5 和 6 作为 AKM 组件的新选择 

3. 增加类型 6 的新密码组件来适应 BIP 

无线控制器在关联和重关联响应增加了这个修改的 RSNIE，无线接入点也在信标

和探针响应中增加了这个修改的 RSNIE。 

下面 Wireshark 的抓包显示出 RSNIE 能力和 Group Management Cipher Suite： 

 

图 13.802.11w 信息单元 

 

 

安全关联（SA）拆除保护 



SA 拆除保护可以防止回放攻击拆除现有客户端的连接。它包括 Association 

Comeback Time 和 SA-Query过程，能够防止欺骗的关联请求来解除已经关联的客

户端。 

如果一个客户端有正确的安全关联，并且协商了 802.11w，无线接入点应该拒绝另

一个关联请求，状态码为 30。这个状态码表示“暂时拒绝关联请求，稍后重试”。

无线接入点不应该拆除或者修改现有关联的状态，直到 SA-Query过程认为原始的

SA 不正确，并且应该在关联应答中包括 Association Comeback Time 信息单元，标

明无线接入点何时准备好接收客户端关联的恢复时间。 

下面截图标明关联拒绝消息，状态码为 0x1e (30)，并且关联恢复时间设置为 10 秒 

 

图 14 有恢复时间的关联拒绝 

 

 

紧接着如果无线接入点没有参与到客户端的 SA Query中，这个无线接入点应该发

起一个 SA Query直到收到一个匹配的 SA Query应答，或者是 Association 

Comeback time 超时。无线接入点可以认为在收到正确的保护帧后，成功的完成了

SA Query。 

如果 SA QUERY 响应在限定时间段内，并且包括匹配的过渡标识，无线接入点应

该允许启动关联进程，而无需启动附加的 SA Query程序。 

保护管理帧的 CLI 配置 

security pmf 

[ association-comeback  

association-comeback-

time-in-seconds | 

mandatory | optional | 

saquery saquery-time-

interval-

milliseconds ]  

        

配置 PMF 参数： 

 association-comeback——配置 802.11w 关

联。范围是 1 到 20 秒。 

 mandatory——需要客户端协商 WLAN 的

802.11w MEP 保护 

 optional——启用 WLAN 的 802.11w MFP

保护 



Example:  

Controller(config-

wlan)#security pmf 

saquery-retry-time 200 

       

 saquery-retry-time——毫秒级的时间间

隔，表明一个已关联的客户端在重试关

联前的关联应答。这个时间间隔在关联

恢复时间段中，检查此客户端是否是真

正的客户端，而不是非法客户端。如果

此客户端没有在此时间内应答，则无线

控制器中将其关联删除。saquery retry 

time 以毫秒为单位。范围是 100 到

500ms。必须为 100 毫秒的倍数。 

 

WLAN 配置也包括一个新的认证密钥管理（AKM）类型，叫做保护管理帧

（PMF）。 
Controller(config-wlan)#security wpa akm pmf ? 

  dot1x  Configures 802.1x support 

  psk    Configures PSK support 

 
Note 

 

 
如果 WLAN 是 None、WEP-40、WEP-104 和 WPA（AES 或 TKIP）加密，则

无法启用 802.11w 功能 

 

 
Note 

 

 
无线控制器不支持 802.11w 的 GUI 配置  

 

监控 802.11w 

show wlan name wlan-

name 
在 WLAN 上显示出参数，包括 PMF 参数： 

PMF Support                  :Disabled 

PMF Association Comeback Timeout   : 1 

PMF SA Query Time                  : 

200 

 

配置样例 

wlan 11w-psk 6 11w-psk 

 client vlan 49 

 security wpa akm psk set-key ascii 0 ciscocisco 

 security wpa akm pmf psk 



 security pmf association-comeback 10 

 security pmf mandatory 

 security pmf saquery-retry-time 100 

 no shutdown 

故障排除支持 

下面的调试和跟踪命令可以用来排除故障： 
Controller#debug pmf ?    

  all     debug Protected Management Frame all 

  events  Protected Management Frame events 

  keys    Protected Management Frame keys 

Controller#set trace pmf ? 

  events  PMF events debugging 

  filter  Trace Adapted Flag Filter 

  keys    PMF keys debugging 

  level   Trace Level 

 
 

 

原文链接：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5700/software/release/ios_xe_33/11rkw_DeploymentGuide

/b_802point11rkw_deployment_guide_cisco_ios_xe_release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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