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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局域网 IPv6 客户端支持 
简介 

近几年，移动设备市场不断扩大，使连接到互联网的设备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据思科互联网业务解决方案部

称，2010 年连接设备数达 125 亿台，预计到 2020 年将达 500 亿台。所有这些设备都需要 IP 地址进行连接。另一

方面，IPv4 地址耗尽已成为现实。2011 年 2 月 3 日，互联网编号分配机构 (IANA) 分配了最后一个 IPv4 A (/8) 类

网络。据预测，区域级剩余的区块最早将在今年即 2012 年耗尽。需求增长和供应减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快采用 

IPv6 的步伐刻不容缓。 

IT 管理员面临管理和支持 IPv6 客户端的新挑战。据 2011 年 7 月 Forrester Research 的调查显示，不仅采

用 IPv6 作为新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 Vista/7、Apple iOS、OSX 和 Linux）的客户端操作系统默认就支持 

IPv6，而且近 60％ 的公司表示将支持 BYOD（自备设备）部署。员工带着其最喜爱的配有最新操作系统的平板电

脑、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去工作时，他们也把 IPv6 客户端带入公司网络。从安全角度看，现在网络受制于 IPv6 

安全漏洞，这可能会影响整个有线和无线网络，因此需要规避这种风险。同样，在网络上使用 IPv6 客户端也会明显

增加特定类型的流量，需要认真规划。此外，无线客户端希望网络间实现无缝连接。因此，网络基础设施需要能够针

对 IPv6 客户端提供第 3 层移动性，并且对 IPv4 和 IPv6 的体验保持一致。 

移动设备市场的爆发性增长，IPv4 地址供应枯竭以及政府的强制性政策，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即将过渡到 IPv6。

显然，支持 IPv6 的移动设备将推动变革。如今，为了支持 BYOD 部署，拥有无线局域网的 IPv6 客户端支持功能显然

是任何企业组织都应该优先考虑的事项，必须纳入整体 IPv6 策略。 

无线局域网上提供 IPv6 支持的主要考虑因素 

计划在无线网络上提供 IPv6 支持时，关键考虑因素包括安全、客户端移动性、这些客户端的可视性和对其进行

管理的能力以及网络效率。 

安全漏洞 
即使网络不支持 IPv6，只要将 IPv6 客户端一连接到网络就会面临 IPv6 相关的安全攻击媒介。非法网络公告（如

路由器公告 (RA) 或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服务器公告）可能会因无意的错误配置或恶意攻击从无线客户端发

出。在这种情况下，无线站点宣称自己为路由器，或向他人分配伪造的 IP 地址，从而造成网络中断或开始发动中间人

攻击。 

这种非法公告应由网络基础设施自动识别，并在尽可能接近来源的位置进行阻止。 



© 2012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本文档所含内容为思科公开发布的信息。 第 2 页，共 7 页 

 

连接和漫游问题 
可靠的连接性和移动性是无线网络的基本要求。 

IPv6 的好处之一在于动态配置地址。大多数客户端支持无状态自动配置即 SLAAC 作为主要的地址分配方法。这

些客户端依靠定期路由器公告 (RA) 来保持网络的连接性。如果客户端收到新的 RA，它会生成新的 IP 地址，认为其

处于新的网段。因此，任何现有连接都会因第 3 层重新配置而重置。这一问题将表现为漫游时断开连接或一个无线局

域网 (WLAN) 对应有多个 VLAN。 

IPv6 就绪无线解决方案需要具备 IPv6 智能技术，并能够保持 IPv6 客户端的连接和无缝漫游。 

客户端可视性和管理 
具有客户端 IP 地址可视性是管理和排除故障的基础。了解客户端 IP 版本分布和发展趋势信息将有助于管理员

进行网络规划。 

网络资源效率 
IPv6 节点使用邻居发现协议 (NDP) 数据包来获取网络资源、发现其他节点并配置 IP 地址。通常，NDP 数据包

通过组播发送到网络上的所有节点。大量的 NDP 数据包会增加路由器上的处理负载，还会降低无线网络的吞吐量。 

无线解决方案应配备 IPv6 数据包优化功能以保护网络资源。 

一致的用户体验 
视频是移动设备上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根据思科视觉网络指数，到 2014 年，视频应用将使所有 IP 流量翻

两番。无线解决方案必须为视频及其他应用提供可靠的支持。 

思科 WLAN 解决方案：IPv6 客户端支持 
思科

® 
统一无线网络解决方案在 7.2 版中提供对双栈和 IPv6 客户端的全面支持。思科无线网络基础设施采用 

IPv6 智能技术，其创新功能使思科解决方案有别于市场上的其他解决方案。这些创新功能包括： 

• 第一跳安全保护 

• 第 3 层移动性 

• 客户端可视性和管理 

• 数据包优化 

• 可靠的 思科 视频流就绪（VideoStream）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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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跳安全保护 
如图 1 所示，思科 统一无线网络解决方案通过 RA 防护、源保护和 DHCP 保护功能来保护网络。 

图 1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 7.2 版中针对 IPv6 客户端提供的第一跳安全保护 

 

RA 防护功能在 思科 Aironet® 
无线接入点 上实施，在第一跳就能识别非法路由器公告并加以阻止，从而防止这些

非法路由和网络前缀进一步扩散到网络中。 

源保护和 DHCP 保护在控制器上实施，防止网络遭受无线安全攻击，如发送具有错误前缀的非法 DHCP 服务器

或数据包。 

标准和扩展的 IPv6 访问控制列表 (ACL) 也可用于协助管理员，通过阻止不需要的单播或组播流量来进一步控制

网络。 

移动性 
如图 2 所示，可靠的连接性和移动性是无线局域网解决方案的基本要素。思科 的解决方案有助于确保 IPv6 移动

客户端在漫游时仍保持稳定的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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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 7.2 为漫游客户端提供稳定的连接 
 

 

无线控制器记录客户端的 IP 地址和移动性事件。客户端漫游到不同的 VLAN 时，来自原始路由器的 RA 数据

包将通过移动隧道“跟随”客户端。思科 Aironet 接入点转发 RA 时，它将 RA 从组播转换为单播数据包，并将该

数据包仅发送给需要该 RA 的漫游客户端。来自锚控制器 VLAN 的 RA 将不会发送到漫游客户端。因此，IPv6 客户

端在漫游事件期间和之后都保持连接状态。 

借助思科的无线解决方案，IPv6 客户端可以自由地在移动域中移动而不必担心断开连接。 

客户端可视性 
要使 IPv6 无线网络解决方案真正可用，必须切实了解访问网络的人员和设备。为了帮助管理员评估其 IPv6 就

绪状况，无论客户端是仅 IPv4、仅 IPv6 还是双栈（图 3），思科网络控制系统 (NCS) 都能识别正在访问网络的客

户端的类型。这有助于管理员跟踪其客户端支持 IPv6 的百分比，使他们能够合理规划扩展 IPv6 网络基础设施，并确

定可能需要升级或更新以支持 IPv6 的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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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思科 NCS 的强大客户端管理功能 
 

 

网络管理系统还必须能够随时记录客户端的所有 IPv6 地址，因为 IPv6 中内置专用扩展意味着地址变更将比 

IPv4 更为频繁。这在大学或访客环境中（可能需要在发生侵犯版权等违规行为后跟踪用户）尤为必要。针对这一需

求，思科的 NCS 支持每个客户端会话最多记录 8 个 IPv6 地址，且该列表会在客户端每次漫游或断开时自动记录。 

优化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采用了许多创新技术来优化 IPv6 邻居发现协议 (NDP) 数据包，并提高网络效率。 

例如，无线客户端需要查找另一个无线客户端时，它会发送邻居请求 (NS) 消息。在典型的无线局域网环境

中，系统会通过组播将 NS 消息发送到网络上的所有站点。在无线网络上传输的该数据包数量将随连接的客户端数

增加而增加。 

通过思科的解决方案，控制器可以维护邻居发现绑定表，并适时充当代理。在这种情况下，思科控制器将使用单

播回复 NS，而不是在整个网络中传播 NS。网络上的 NDP 数据包数急剧减少，节省了网络处理能力并释放无线频

谱供应用使用。 

此外，思科的解决方案让管理员可以限制来自有线网络的路由器公告 (RA)，以保留无线带宽并减少客户端的处

理开销。例如，如果路由器配置为每 3 秒发送一个 RA，思科解决方案可以减缓发送 RA 的速率，使客户端足以保持

连接即可。无线和有线网络上数据包较少则可以减少路由器上的处理周期并降低 CPU 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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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 视频流就绪（VideoStream） 
各企业组织采用视频来实现有效沟通、学习和协作，因此，视频应用在企业无线局域网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思

科 视频流就绪（VideoStream） 技术是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一系列系统级功能，可以向无线客户端（包括 IPv6 客户

端）提供优质视频。 

为了通过无线网络高效传输视频，视频流就绪（VideoStream） 在接入点将 IPv6 组播数据包转换为单播帧供无

线传播，因此它能够以可用的最高数据速率（如 300 Mbps）将数据包发送到客户端。与使用低效强制性速率（如 6 

Mbps）的传统 802.11 组播传送相比，显而易见的是 思科 视频流就绪（VideoStream） 明显改善了无线带宽效。 

解决方案组件 
支持双栈和 IPv6 客户端的思科无线局域网解决方案具有以下组件： 

● 思科 Aironet 接入点：通过阻止非法  RA 提供第一跳安全保护，并通过在无线网络上将组播转换为单

播提高网络效率 

● 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部署多项技术来提供第一跳安全保护，帮助确保移动性，并提高网络效率 

● 思科网络控制系统 (NCS)：为双栈和 IPv6 客户端提供监控、报告和故障排除功能 

● 思科移动服务引擎 (MSE)：为双栈和 IPv6 客户端提供定位服务 

总结 
支持 IPv6 的能力已成为未来业务持续增长和全球扩张的关键。自 1996 年 IPv6 技术推出以来，思科率先采用

了该技术，通过制定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 标准，参与全球 IPv6 日，在 InterOp 和 Cisco Live 等会议中提供 

IPv6 服务，并将 IPv6 整合到服务和技术产品组合，引领 IPv6 技术的发展。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软件 7.2 版是多年 IPv6 开发专业经验和创新的结晶，能够向 IPv6 客户端提供安全、可靠的连

接和无缝移动。该解决方案配备有第一跳安全保护功能，可以防止客户端和网络遭受 IPv6 相关安全威胁，并能通过 

IPv6 数据包优化技术提高网络资源的利用率。它能够为 IPv4、IPv6 和双栈客户端提供稳定的高品质 思科 视频流就

绪（VideoStream） 和定位服务。通过 思科 Prime 网络控制系统 (NCS) 1.1，思科统一无线网络能够在有线和无线

基础设施中提供对 IPv6 客户端的可视性和管理能力。 

支持 IPv6 客户端是整个 IPv6 支持策略的关键一步。借助思科的统一无线解决方案，IT 企业组织能够信心十足地

支持双栈和 IPv6 设备，向最终用户提供始终如一的服务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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