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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档详细介绍了无线控制器软件版本 7.2.103 版本中的 VLAN 选择功能的操作和配置。此

外，本文档介绍了在不同的移动场景下 VLAN 选择功能的操作过程和组播 VLAN 特性的操作

和配置。  

 

要配置无线控制器软件版本 7.2 之前的 VLAN 选择功能，请参考：VLAN Select and Multicast 

Optimization Features Deployment Guide. 

 

先决条件  

要求  

 

本文档没有具体要求。  

 

支持的平台  

 

所有具备 32MB 以上闪存空间的轻量级无线接入点（LAP）均支持此功能。  

 

LAP 支持：1130，1140，1240，1250，1260，3500，3600 和 1522/1524  

 

控制器支持：7500，5508，WiSM-2，2500  

 

注：控制器将支持如下的这些接口组/接口数目：  

WiSM-2, 5508, 7500, 2500 -- 64/64  

 

本文档中的资料是从一个特定实验室环境中的设备上生成的。本文档中使用的所有设备以缺

省（默认）配置开始配置。如果您的网络是正在使用的生产系统，请确保您了解所有命令带

来的潜在影响。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315/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b78900.s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315/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b78900.shtml


VLAN 选择功能概述  

 

当前的 WLC 架构强制性的将一个 WLAN 映射到接口/VLAN。默认是映射到管理接口。这限制

了一个 WLAN 只可以映射到一个单一的接口/VLAN。该限制需要一个大的子网的可用，在密

集客户端部署的情况下，这对许多客户而言是不可行的，因为这需要改变他们现有的网络设

计和 IP 子网分配方式。而现有的一些功能，如 AP 组（AP Groups）和 AAA 覆盖（AAA override），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用户，但不能完全满足要求，且无法在客户的各种部署中施行。同样

的限制也存在于访客锚控制器的设置，远程地点的来宾客户端总是映射到锚控制器一个单一

的 WLAN 对应的子网的 IP 地址。此外，分配给无线客户端的 IP 地址不能依据访客的位置来

分配，不同地点的所有访客将收到来自同一子网的 IP 地址。许多客户认为这也是不可行的。  

 

因此在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7.0.116.0 版本引入了 VLAN 池或称 VLAN 选择，提供解决这项限制

的解决方案，可以将 WLAN 映射到一个单一的接口或使用接口组将其映射到多个接口。关联

到这个 WLAN 的无线客户端获得的 IP 地址将以循环的方式从接口对应的子网池中选择。  

 

在无线控制器 7.2 版本中，VLAN 选择功能（只支持 5508，WiSM-2，7500，2500 无线控制

器）进行了修改，现在 VLAN 选择过程采用了一个新的改进算法。在以前的软件版本实现过

程中采用循环算法，这使得使客户端在每次重新关联时都可能获得新的 IP 地址，从而快速

消耗了 DHCP 池中的 IP 地址。新算法基于客户端的 MAC 地址，并以下列方式运作：  

 

•当客户端关联到无线控制器的 WLAN 上时，基于客户端 MAC 地址和接口组中接口数值的索

引通过哈希算法计算出来。  

•根据该索引，一个接口被分配给客户端。  

•不论这个客户端是否最终连接无线控制器，哈希算法总是返回相同的索引，客户端总是被

分配到相同的接口。  

•如果该接口不可用（dirty），那么生成一个随机索引，并基于它随机分配接口。  

•如果随机分配的接口仍然不可用，那么切换到循环分配机制。  

 

注：为了在老无线控制器平台（如 4400 系列，WiSM 和 2100 系列）上支持新的 VLAN 选择

功能算法，VLAN 选择功能在 7.0.230 版本进行了修改，与 7.2 版相同。  

 

下面流程图说明了当采用 MAC 地址哈希算法应用于接口/接口组配置时 DHCP 地址选择的过

程：  

 



 

 

注：在与 7.0.116.0 版本之前的无线控制器进行控制器间漫游（Inter-Release Controller Mobility 

- IRCM）时，低版本无线控制器无法理解 VLAN 列表的有效载荷。因此，有时即使二层漫游

已经完成还会进行三层漫游。  

 

注：如果你想从 7.2 版本降级到 7.0.116 以前发布的版本，请确保所有 WLAN 都是映射到接



口，而不是接口组，且组播接口应被禁用。  

 

注：7.2 版本支持 AAA 认证返回的属性值是接口组。  

 

注：接口可以随时被添加到一个接口组，但如果它已经被映射到 WLAN/AP 组是，则不能被

随时删除。  

 

注：一个 VLAN 或接口可以是许多不同的接口组的一部分。  

 

注：如果你改变了接口组中的接口数量，那么哈希算法可能会返回不同的索引，这将导致客

户端被分配到一个不同的接口。  

 

注：如果接口组中的接口数量保持不变，只要接口不处于不可用（Dirty）状态，则客户端将

总是被分配到相同的接口。  

 

AP 组和 AAA 覆盖可以强制更改 WLAN 已经映射的接口，而 VLAN 选择功能也可延伸到 AP 组

和 AAA 覆盖体系结构中。此功能还为解除访客锚控制器的限制提供了解决方案，现在位于

不同外部控制器的无线访客用户可以根据其位置从同一锚控制器上的多个子网获得 IP地址。  

 

这个流程图显示了无线控制器配置了 AP 组和 AAA 覆盖且 WLAN 已被映射到一个接口或接口

组时该 WLAN 的选择流程：  

 



 

 

注：下面的描述适用于配置了静态 IP 地址的客户端，：  

•如果无线客户端配置了子网 A 的静态 IP 地址但被分配到了子网 B，客户端将在进入到运行

状态前移动到子网 A（覆盖），但是需要满足下面这些条件：  

◦在 WLAN 上禁用 DHCP Required 选项。  

◦WLAN 配置的 VLAN 或 AP 组中包括子网 A。  

◦客户端以最小的 DHCP_REQD 间隔（默认值〜2 分钟）发送一些源地址为子网 A 内的静态 IP



地址的数据包。  

•DHCP_required 间隔可以配置为 120 秒的最大值。  到 Controller > Advanced > DHCP 

Parameters > DHCP timeout (5-120 seconds) 菜单配置。 

•如果配置静态 IP 地址的客户端所在的子网是映射到 WLAN 的接口组的一部分，那么配置静

态 IP 地址的客户端在关联到 WLAN 后进入到运行状态并且可以转发流量。否则，配置静态

IP 地址的客户端将无法转发流量。 

 

同一子网漫游  

 

在目前的解决方案中同一子网漫游时，当一个客户端从一台控制器漫游到另一台时，外部无

线控制器发送 VLAN 信息作为移动性宣布消息（Mobility Announce message）的一部分。基

于接收的 VLAN 信息，锚控制器决定是否应与外部控制器之间创建隧道。如果同一个 VLAN

也存在于外部控制器，则客户端的信息将从锚控制器删除，而外部控制器成为该客户端新的

锚控制器。  

 

作为 VLAN 选择功能的一部分，移动性宣布消息承载了额外的有效载荷，其中包含了映射到

WLAN 的 VLAN 接口的列表。这有助于锚控制器决定本地到本地的切换类型。从而确保跨控

制器漫游没有因为这一功能的推出而受到影响。在访客隧道的应用场景下，客户端加入

“export foreign”控制器获得的 IP 地址来自于“export anchor”控制器上 WLAN 对应的接口

组，或按照外部控制器在“export anchor”控制器上的映射配置。如果“export foreign”控

制器上的客户端漫游到“export anchor”控制器，他们可能会丢失自己的 IP 地址，这意味着

这两个控制器之间不支持漫游。但是，如果客户端在两个“export foreign”控制器之间漫游，

他们将保留自己的 IP 地址，这意味着漫游支持这种情况。  

 

组播优化  

 

目前组播是基于组播地址且 VLAN 作为一个实体通过 mgid 标识。VLAN 选择功能潜在的增加

了发送重复数据包的情况。由于每个客户端在不同的 VLAN 监听组播流时，WLC 会为每个组

播地址和对应的 VLAN 创建不同的 mgids。因此，上游路由器将为每个 VLAN 都发送一个副

本。这样的结果在最坏的情况下会产生尽可能多的副本，即池中的每个 VLAN都有一个副本。

由于仍然是所有客户端连接同一 WLAN，组播数据包的多个副本也被发送到空气介质中。  

 

当前组播架构中 VLAN 选择功能的集成同时引入了问题，即无线客户端将会收到重复的数据

包。接收重复的组播包的问题已经在当前的组播架构中存在，但它只是在使用 AAA 覆盖的

配置且两个客户端位于不同子网（一个客户端位于 WLAN 映射的子网，另一个客户端位于

AAA 覆盖的子网）监听同一个组播组时可见。随着 VLAN 选择功能的引入，这个问题将更加

明显，对于采用开放连接的 WLAN 更容易观察到。  

 

为了抑制 WLC 和 AP 之间组播流的复制，组播 VLAN 的方法被引入。这个 VLAN 专门用于组

播流量。WLAN 对应的 VLAN 之一被配置为组播 VLAN 供组播组注册。WLAN 上组播 VLAN 的

配置由用户控制。客户端将被允许在组播 VLAN 上监听组播流。mgid 利用“ 组播 VLAN”和

组播 IP 地址生成。因此，如果在同一个 WLAN 对应的 VLAN 池内的多个客户端在侦听到一个



组播 IP 地址时将总是产生单一的 mgid。WLC 将确保所有从该 VLAN 池内的客户端发出的组

播流将始终在组播 VLAN 内传输。这将确保上游路由器为 VLAN 池内所有的 VLAN 只创建一

个条目。因此，即使客户端在不同的 VLAN，也只有一个组播流到达 VLAN 池。因此，只是

一个流的组播数据包将被发送到空气介质中。  

 

组播 VLAN 对应的网络接口仍用于其自身的流量转发。  

 

 

 

通过 CLI 和 GUI 配置  

 

检查无线控制器的代码版本为 7.2.103：  

 

(Cisco Controller) >show boot  

Primary Boot Image............................... 7.2.103 

Backup Boot Image................................ 7.0.230.0 

 

完成以下配置步骤：  

 

1. 创建一个新的接口组。  

CLI : 使用 config interface group create <interface group name>命令。  

GUI: 从 Controller > Interface Groups 界面选择 create a new Group 选项。  

 



 

 

2. 添加接口到接口组。  

CLI: 使用 config interface group interface add <interface> <interface name> 命令。  

GUI: 点击 Interface Groups。  

 

 

 

3.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接口并将其添加到组中。 

 



 

 

4. 应用接口组到 WLAN。  

 

CLI：为了配置一个接口或接口组映射到 WLAN，使用 config wlan interface <wlan id> 

<Interface/Interface group name>命令。  

GUI：在 WLANs > General > 选择 Interface Group。  

接口组是由一个后缀（G）标识。  

 

 

 



注：当 AAA 覆盖没有在 WLAN 上启用，客户端加入 WLAN 后获得的 IP 地址将基于 WLAN 映

射的接口或接口组。  

 

注：当 AAA 覆盖在 WLAN 上启用，客户端加入 WLAN 后获得的 IP 地址将基于由 AAA 服务器

返回的接口或接口组属性。  

 

5.配置 AP 组或 AAA 覆盖。  

 

 

 

6. 映射接口组到外部 WLC。锚控制器将基于外部控制器位置分配子网/地址：  

CLI: 使用 config wlan mobility foreign-map add <wlan-id> < mac address > <interface/interface 

group>命令。  

GUI:在 WLAN > Foreign Maps 下创建一个新选项。  

 



 

 

 
 

作为 VLAN 选择功能的一部分，移动性宣布消息承载了额外的有效载荷，其中包含了映射到

WLAN 的 VLAN 接口的列表。这有助于锚控制器决定本地到本地的切换类型。 

 

基于接收的 VLAN 信息，锚控制器决定是否应与外部控制器之间创建隧道。当一个客户端从

一台控制器漫游到另一台时，外部无线控制器发送 VLAN 信息作为移动性宣布消息（Mobility 

Announce message）的一部分。基于接收的 VLAN 信息，锚控制器决定是否应与外部控制器

之间创建隧道。如果同一个VLAN也存在于外部控制器，则客户端的信息将从锚控制器删除，

而外部控制器成为该客户端新的锚控制器。 

 



注：在访客隧道应用场景，在“export foreign”控制器之间漫游是支持的。不过，在“export 

foreign”控制器和“export anchor”控制器之间漫游不支持 VLAN 选择功能。  

 

在自动锚控制器情况下：  

•客户端加入一个出口到锚控制器的外部控制器并映射到一个接口组，它将通过接口组内的

循环方式获得的一个 IP 地址。  

•客户端加入一个出口到锚控制器的外部控制器并映射到一个单一接口，它将只收到属于该

接口的 IP 地址。  

•客户端在两个或更多的配置了接口组的外部控制器（映射到同一个锚控制器）之间漫游时

将能够保持它的 IP 地址。  

 

注：锚控制器都必须在同一移动组内。  

 

注：应在外部控制器和锚控制器上都配置相同的 WLAN。  

 

在接口组配置 3 层组播 

 

随着接口组的应用，多个 VLAN 可以被映射到一个单一的 SSID。当在不同 VLAN 的用户订阅

一个组播流时，WLC 上单个 SSID 将会出现重复条目。因此，一个组播流会根据接口组内 VLAN

数量的多少被发送到空气介质多次。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们从接口组中选择一个单一的

VLAN 作为代表来处理所有的 IGMP 和组播。  

 

完成以下步骤：  

 

•CLI: 使用 config wlan multicast interface <wlan-id> enable <interface name>命令。  

•GUI:  

 

 



 

注：此配置只有当 IGMP Snooping 功能启用时允许。  

 

在接口组配置 2 层组播 

 

类似于三层组播优化，二层组播和广播的优化对于 VLAN 选择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7.0.116.0

版本提供了优化二层组播和广播的命令。二层组播/广播使用二层 MGID 转发数据包到 AP。 

来自组中所有 VLAN 的二层组播/广播也会发送到 WLAN。这会导致重复数据包发送到空气介

质中。为了限制这些重复的二层组播/广播，应根据接口启用或禁用该特性。  

 

通过 CLI 启用/禁用接口的二层组播和广播，使用(WLC) >config network multicast l2mcast 

<enable/disable> <interface-name>命令。  

 

注：此命令仅适用于 5508，2500，7500 和 WiSM-2 控制器。  

 

注：通过 GUI 界面启用或禁用每个接口的二层组播/广播在这个版本中不支持。  

 

 

 

原文链接：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315/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bb4900.shtml  

翻译人：谢清 

翻译时间：2012 年 3 月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315/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bb49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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