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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的目标受众
Cisco®智能业务平台(IBA)指南主要面向承担以下职务的读者:

•	需要用标准程序来实施方案时的系统工程师

•	需要撰写思科IBA实施项目工作说明书的项目经理

•	需要销售新技术或撰写实施文档的销售合作伙伴

•	需要课堂讲授或在职培训材料的培训人员

一般来说,您也可以将思科IBA指南作为增加工程师和项目实施统一性的指导文
件,或利用它更好地规划项目成本预算和项目工作范围。

版本系列
思科将定期对IBA指南进行更新和修订。在开发新的思科IBA指南系列时,我们将
会对	其进行整体评测。为确保思科IBA指南中各个设计之间的兼容性,您应当使
用同一系列	中的设计指南文档。

每一个系列的Release	Notes（版本说明）提供了增加和更改内容的总结。

所有思科IBA指南的封面和每页的左下角均标有指南系列的名称。我们以某系列
指南发	布时的年份和月份来对该系列命名,如下所示:

年	月	系列

例如,我们把于2011年8月发布的系列指南命名为：	
	“2012年8月系列”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IBA指南系列: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何阅读命令
许多思科IBA指南详细说明了思科网络设备的配置步骤,这些设备运行着Cisco	
IOS、	Cisco	NX-OS或其他需要通过命令行界面(CLI)进行配置的操作系统。下
面描述了系	统命令的指定规则,您需要按照这些规则来输入命令：

在CLI中输入的命令如下所示:

configure terminal

为某个变量指定一个值的命令如下所示:

ntp server 10.10.48.17

包含您必须定义的变量的命令如下所示:

class-map [highest class name]

以交互示例形式显示的命令(如脚本和包含提示的命令)如下所示:

Router# enable

包含自动换行的长命令以下划线表示。应将其作为一个命令进行输入: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系统输出或设备配置文件中值得注意的部分以高亮方式显示,如下所示:

interface Vlan64
  ip address 10.5.204.5 255.255.255.0

问题和评论
如果您需要评论一个指南或者提出问题，请使用	IBA反馈表。

如果您希望在出现新评论时获得通知,我们可以发送RSS信息。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ciscosba.com/feedback/?id=Aug1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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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本部署指南包括一个或多个部署章节，其中包含如下内容：

•	业务概述——描述本设计的商业用例，业务决策者可通过本章内容来了解解
决方案与企业运营的相关性。

•	技术概述——描述该商业用例的技术设计，包含思科产品如何应对业务挑
战。技术决策者可利用本章节理解该设计如何实现。

•	部署详情——提供解决方案的逐步实施和配置的指导。系统工程师可以在这
些步骤的指导下快速和可靠的设计和部署网络。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IBA指南系列:

 http://www.cisco.com/go/cn/iba

本IBA指南的内容

关于IBA无边界网络
思科IBA能帮助您设计和快速部署一个全服务企业网络。IBA系统是一种规范式
设计，即购即用，而且具备出色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思科IBA在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中集成了局域网、广域网、无线、安全、数据
中心、应用优化和统一通信技术，并对其进行了严格测试，确保能实现无缝协
作。IBA采用的模块化分类简化了多技术系统集成的复杂度，使您能够根据需要
解决企业需求，而无需担心技术复杂性。

思科IBA无边界网络是一个稳固的网络基础架构，为拥有250至10,000名用户
的企业网络设计。IBA无边界网络架构集成了有线和无线局域网接入、广域网连
接、广域网应用加速以及互联网边缘的安全架构。

成功部署路线图
为确保您能够按照本指南中的设计成功完成部署，您应当阅读本指南所依据的所
有相关指南——即如下路线中本指南之前的所有指南。

4本IBA指南的内容2012年8月系列

局域网设计概览 额外的部署指南  局域网部署指南 无线局域网部署指南 

无边界网络

 您在这里预备知识 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您在这里

http://www.cisco.com/go/cn/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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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业务概述
通过支持员工在任意地点保持联网，您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成效。有线网
络端口设计可以在用户坐在办公桌旁或其他布有线路的位置时为其提供网络连
接，而作为该设计的一部分，无线网络则能为会议提供连接，将餐厅或其它会面
场所转变为临时会议室。无线网络使用户能随时保持联网和信息传输，突破建筑
物的物理限制。

技术概述
本部署方案采用了一个无线移动网络来为员工提供无所不在的数据和语音连接，
同时为访客提供对互联网的无线访客访问权限。

无论用户身处企业中的什么位置，或者是在大型园区和远程地点，用户都可以通
过相同的方式连接到语音和数据服务，从而为企业创造出无缝的商务环境。	

优势

•	不受地点限制的网络接入——可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	额外的网络灵活性——可以到达那些难于进行布线的位置，避免了高昂的建
设成本。

•	易于管理和运营——企业可对分布式无线环境进行集中控制。

•	即插即用部署——网络进行了预先配置，能够识别与任意接入端口相连的新
接入点。

该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部署方案采用了一种基于控制器的无线设计。通过将
配置和控制集中到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WLC)上，让无线局域网(WLAN)	可
以充当一个智能的信息网络，支持各种高级服务。这一集中式部署通过将众多的
托管终端和自主接入点并入到单一的托管系统中，简化了运营管理。	

下面列出了集中式无线部署方案的一些优点：

•	降低运营成本——	基于控制器的集中式架构可以实现对轻型接入点的零接
触配置。而且，它能够简化通道设计、功率设置和实时管理，包括找出可能存
在的任何RF漏洞，优化RF环境。这种架构可以在同一个移动组的多个接入点
之间，提供无缝的移动性。一个基于控制器的架构可以为网络管理员提供全

面的网络视图，使其能够对规模、安全性和总体运营做出决策。

•	通过优化的设计简化网络扩容——为了提供更大的覆盖范围和满足客户端密
度不断增长的需求，无线网络部署范围正在逐步扩大。同时，网络运营的复
杂度也在以指数速度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选用正确的架构将能让网络
轻松地扩大规模。思科无线网络支持两种部署模式：用于园区环境的本地模
式和用于小型远程站点的Cisco	FlexConnect™。

图	1	-	无线网络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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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组件

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WLAN部署方案的建设主要基于两个组件：	思科无线局
域网控制器和Cisco轻型接入点。

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负责系统级WLAN功能，例如安全策略、入侵防范、RF管
理、服务质量（QoS）和移动性等。它们可以与思科轻型接入点配合使用，为关键
任务型无线应用提供支持。从语音和数据服务到位置跟踪，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
器为网络管理人员提供了所需的控制功能、可扩展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来构建
安全、可扩展的无线网络——从大型园区环境到远程站点。

虽然一台独立的控制器就能同时支持多个楼层、建筑物中的轻型接入点，但是为
了提高永续性，您应当成对部署控制器。配置控制器永续性的方法有很多。其中
最简单的是使用主/辅模式，即该站点的所有接入点都首选加入主控制器，只有
在发生故障事件时才加入辅控制器。但是，即使在成对配置时，无线局域网控制
器也不会共享配置信息。每个无线局域网控制器都必须单独配置。	

此版本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包含了下列控制器。	

•	Cisco	2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2504控制器最多可以支持50个
轻型接入点和500个客户端。思科2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是小型单站
点WLAN部署的理想之选。		

•	Cisco	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5508控制器最多可以支持500
个轻型接入点和7000个客户端，是大型站点和多站点WLAN部署的理想之
选。

•	Cisco	Flex®	7500	系列云控制器——7510控制器最多可以支持3000
个远程站点接入点和30000个客户端。该控制器的设计能够提供在远程站
点网络中部署Cisco	FlexConnect	解决方案所需要的扩展能力。

由于灵活的软件许可协议允许您根据业务需要的变化酌情添加接入点，所以您可
以选择能够满足您长期需要的控制器，但是只在需要的时候支付额外费用。

思科轻型接入点

在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架构中，接入点都是轻型的。这意味着它们无法脱离无线局
域网控制器（WLC）单独运行。轻型接入点（LAP）必须先发现WLC，并注册到
WLC，而后LAP才能为无线客户端提供服务。接入点发现WLC的方法主要有以
下两种。

•	域名系统（DNS）——如果一个企业只部署了一对WLC，那么要让AP发现
WLC，最简单的方法是为cisco-capwap-controller创建一个DNS条目，

使其解析到WLC的管理IP地址。

•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如果企业中部署了多对WLC，那么可以使
用DHCP	选项43，将接入点映射到它们的WLC。通过使用选项43，远程站
点和每个园区可定义独特的映射。

当接入点与WLC资源通信时，它将下载配置，并在必要时同步其软件/固件映
像。

思科轻型接入点可以与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点结合，将无线设备连接到局域网，
同时支持数据转发和无线监控功能。思科IBA无线设计建立在Cisco	802 .11n无
线接入点的基础之上。这些接入点能够提供稳定的无线网络覆盖，而且吞吐率可
以达到802 .11a/b/g网络的9倍。

此版本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包含了下列接入点：	

•	Cisco	Aironet	1040系列接入点是一款面向企业的入门级接入点，旨在满
足中小型企业的无线连接需求。借助2X2的多入多出（MIMO）技术，该接入
点所提供的吞吐率至少是现有802 .11a/g网络的6倍。

无线网络不仅可以带来很大的便利，而且还对业务的正常运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
义。但是，无线网络采用共享的频谱来运行，在企业环境里，各种应用和设备会竞
争带宽。IT管理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监控他们的无线频谱，以管理RF干
扰和避免意外断网。思科CleanAir技术可以为802 .11n网络提供性能保护。这
种芯片级的智能能够建立起自愈式的、自我优化的无线网络，消除无线干扰的影
响。此版本的IBA包括两种CleanAir	AP。

•	支持CleanAir技术的Cisco	2600系列接入点，可以创建一个自愈式的、自
我优化的无线网络。通过智能地避免干扰，它们能够为关键任务型无线网络
提供高性能的802 .11n连接，并为实现可靠的应用交付提供性能保护。

•	支持CleanAir技术的Cisco	3600系列接入点，可以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和高性能笔记本电脑提供更大的网络覆盖范围。这款新一代的接入点支持
4X4	MIMO和三维流(three-spatial-stream)，可以提供最高三倍于450	
Mbps速率的可用性，并能优化更多移动设备的性能。

如需深入了解思科CleanAir技术，请参阅《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
络无线局域网CleanAir部署指南》。	

部署模式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主要支持两种部署模式：本地模式和Cisco	FlexConnect。	

本地模式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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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模式部署中，无线局域网控制器和接入点共置于同一站点中。无线局域网
控制器连接到该站点的局域网分布层，无线局域网客户端和局域网间的流量在控
制器和接入点间，通过无线接入点控制和配置（CAPWAP）协议进行隧道传输。

本地模式架构将控制器用作管理第二层安全性和无线网络策略的单一设备。通
过它，还能将服务一致、协调地应用于有线和无线流量。

除提供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传统优势外，本地模式部署还可满足以下客户需求：

•	无缝移动性——在园区环境中，用户即使在不同楼层或邻近建筑物中漫游、
子网变化时，仍能保持网络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本地控制器的思科统一
无线网络支持跨园区的快速漫游。

•	能够支持多媒体——随着无线成为许多园区环境中网络接入的主要方式，语

音和视频应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本地模式部署通过呼叫准入控制（CAC），
提高了语音支持能力，并借助Cisco	VideoStream技术增强了组播支持。

•	集中策略——将数据整合到网络中的单一地点，可通过使用防火墙、应用检
测、网络接入控制和策略执行，实现智能检测功能。此外，网络策略服务器能
够对来自各种设备类型、不同用户和应用的流量进行正确分类。

如果一个站点具备以下特点，您应当在该站点本地部署一个控制器：	

•	该站点有一个局域网分布层。

•	该站点的接入点数目超过50个。

•	该站点往返既定共享控制器的广域网延迟超过100毫秒。

在具备以上特点的部署中，可以使用一个Cisco	2500	或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
控制器。为实现永续性，本设计为园区采用了两个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您也可以
添加更多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来进一步提高此设计的容量和永续性。	

2
1
9
4CAPWAP 无线数据

无线语音

数据
中心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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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FlexConnect部署

Cisco	FlexConnect是一个适用于远程站点部署的无线解决方案。	它支持企
业通过广域网从总部对远程站点接入点进行配置和控制，而无需在每个远程站点
部署控制器。

如果站点具备以下特点，则在该站点部署Cisco	FlexConnect：	

•	该站点局域网基于一台接入层交换机或者交换机堆叠。

•	该站点的接入点数目不超过50个。

•	该站点往返共享控制器的广域网延迟不超过100毫秒。

Cisco	FlexConnect接入点可通过其本地有线接口交换客户端数据流量，并可

使用802 .1Q中继来划分多个WLAN。中继本地VLAN用于接入点和控制器间的
所有CAPWAP通信。

Cisco	FlexConnect还可通过隧道将流量传输回无线访客接入所专用的控制
器。

您可以使用一对共享控制器或一对专用控制器来部署Cisco	FlexConnect。

如果您在同一站点已部署一对本地模式控制器作为广域网汇聚设备，且该对控制
器具备足够容量来支持Cisco	FlexConnect接入点，则您可使用共享部署。在
共享部署中，该对控制器同时支持本地模式和Cisco	FlexConnect接入点。

如果您无法满足上述要求，您可以使用Cisco	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或
Cisco	Flex	7500系列云控制器，来部署一个专用控制器对。控制器应连接到服
务器机房或数据中心。为实现永续性，本设计针对远程站点采用了两个控制器，
您也可以添加更多控制器来进一步提高本设计的容量和永续性。	

访客无线接入

使用企业现有的WLAN来支持访客接入，是一种方便、经济地为来访者和承包商
提供互联网接入的方法。无线访客网络提供以下功能：

•	通过一个开放的无线安全集标识符（SSID），为访客提供互联网接入，且支
持Web接入控制。

•	能够由一位授权内部用户为每个访客创建临时身份验证证书。

•	保持访客网络上的流量与内部网络相隔离，防止访客访问内部网络资源。

•	支持本地模式和Cisco	FlexConnect部署模式。

无无无无

无无无无

CAPWAP 无线数据
无线语音 2

1
9
5

WAN

数据
中心

远程
站点

远程
站点

远程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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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在互联网DMZ中使用一对共享控制器对或一个专用控制器，部署无线访客
网络。

如果您为整个企业使用了一对控制器，且该对控制器与互联网边缘防火墙连接到
同一分布层交换机，则您可以采用共享部署。在共享部署中，VLAN在分布层交换
机上创建，以便在逻辑上将来自WLC的访客流量连接到DMZ。该VLAN将没有
相关的第三层接口或交换机虚拟接口(SVI)，且访客网络上的无线客户端将指向
互联网边缘防火墙，将其作为默认网关。

如果您不符合共享部署的要求，则您可利用Cisco	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
器，部署一个专用访客控制器。该控制器直接连接互联网边缘DMZ，企业中来自
每个其它控制器的访客流量都以隧道方式传输到该控制器。

在共享和专用访客部署模式中，互联网边缘防火墙负责限制访客网络的接入。访
客网络只能连接到互联网和内部DHCP、DNS服务器

CAPWAP

访客Tunnel

无线数据

无线语音

访客 2
1
9
3

地区站点

互联网边缘 数据
中心

总部
远程
站点

Internet

WAN

远程站点
WLC

本地
WLC

本地
WLC

访客
W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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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详情

本部署指南采用了特定的标准设计参数，并参考了多种不属于无线局域网
(WLAN)范畴的网络基础设施服务。这些参数如下表所列。在“站点特定值”列
中输入您的企业的具体数值。

表	1	-		通用设计参数

网络服务	 思科IBA值 站点特定值

域名 cisco .local

Active	Directory、DNS服务器、DHCP服务器 10 .4 .48 .10

网络时间协议(NTP)服务器 10 .4 .48 .17

SNMP只读团体(community) cisco

SNMP读/写团体 cisco123

Cisco®	安全访问控制系统（ACS）是一个集中的身份识别和访问策略解决方
案，可以将企业的网络访问策略和身份识别战略结合到一起。思科安全ACS能够
充当一个集中的认证、授权和记账(AAA)服务器，将用户身份验证，用户和管理
员访问控制，以及策略控制等整合到单一解决方案之中。

思科安全ACS	5 .3采用了一种基于规则的策略模式，可以在除了用户的身份之
外，再根据许多不同的属性和条件，授权相应的访问权限。

本指南假设您已经配置了思科安全访问控制系统	(ACS)，其中仅包括支持将无线
功能集成到部署中所需的程序。如需了解关于Cisco	ACS配置的细节，请参阅《
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采用ACS的无边界网络设备管理部署指南》。

如需了解关于在Windows	Server	2008上配置RADIUS服务器的更多信息，
请跳至下一流程。

程序	1	  
创建无线设备类型组

步骤	1:		转至Cisco	ACS	Administration（Cisco	ACS管理）页面。（例如：	
https://acs .cisco .local)

步骤	2:		在Network	Resources（网络资源）	>	Network	Device	
Groups（网络设备组）	>	Device	Type（设备类型）中，点击Create（创
建）。

步骤	3:		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组的名称。（例如：	WLC)

步骤	4:		在Parent（父）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所有设备类型），之
后点击Submit（提交）。	

配置RADIUS服务器：Cisco	ACS

1、创建无线设备类型组

2、创建TACACS+shell配置文件

3、修改设备管理访问策略

4、创建网络访问策略

5、修改网络访问策略

6、创建网络设备

7、启用缺省网络设备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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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2	  
创建TACACS+shell配置文件

您必须为WLC创建一个shell配置文件，它包含自定义的属性，当用户登录WLC
时为其分配全部管理权限。

步骤	1:		在Policy	Elements（策略元素）	>	Authorization	and	
Permissions（授权与许可）	>	Device	Administration（设备管理）	>	
Shell	Profiles（Shell配置文件）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	2:		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下，在Name（名称）框中，为无线shell配置
文件输入一个名称。（例如：	WLC	Shell)

步骤	3:		在Custom	Attributes（自定义属性）选项卡上，在Attribute（属
性）框中输入role1（角色1）。

步骤	4:		在Requirement（要求）列表中，选择Mandatory（强制）。

步骤	5:		在Value（值）框中，输入ALL（所有），然后点击Add（添加）。

步骤	6:		点击Submit（提交）。

程序	3	  
修改设备管理访问策略

首先，您必须将WLC排除在现有授权规则之外。

步骤	1:		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	Default	Device	Admin（默
认设备管理）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Network	Admin（网络管
理）规则。

步骤	2:		在Conditions（条件）下，选择NDG:Device	Type（NDG：设备类
型）条件，并从filter（过滤器）列表中选择not	in（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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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filter（过滤器）列表右侧的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WLC（
所有设备类型：	WLC），然后点击OK。

接下来，创建一个WLC授权规则。

步骤	4:		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	Default	Device	Admin（缺
省设备管理）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	5:		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WLC授权规则的名称。（例如：	WLC	
Admin)

步骤	6:		在Conditions（条件）下，选择Identity	Group（身份组）条件，并在
框中选择Network	Admins（网络管理员）。

步骤	7:		选择NDG:Device	Type（NDG：设备类型），在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	WLC（所有设备类型：WLC）。

步骤	8:		在Shell	Profile（Shell配置文件）框中，选择WLC	Shell，然后点击
OK。

步骤	9:		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程序	4	  
创建网络访问策略

步骤	1:		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	Access	Services（访问服
务）	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	2:		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策略的名称。（例如：Wireless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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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Based	on	Service	Template（基于服务模板）右侧，选择
Network	Access	–	Simple（网络访问-	简单），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

步骤	4:		在Allowed	Protocols（允许的协议）窗格中，点击Finish（完成）。

步骤	5:		在讯息“Access	Service	created	successfully .Would	you	like	
to	modify	the	Service	Selection	policy	to	activate	this	service?”（
访问服务已成功创建。您是否希望修改服务选择策略来激活此项服务）上，点击
Yes（是）。

步骤	6:		在Service	Selection	Policy（服务选择策略）窗格，点击
Customize（自定义）。

步骤	7:		使用箭头按钮，将Compound	Condition（复合条件）从
Available（可用）列表移动到Selected（已选）列表，然后点击OK。

步骤	8:		在Service	Selection	Rules（服务选择规则）窗格，选择默认的
Radius	规则。

 

步骤	9:		为无线客户端认证创建一个新规则，点击Create（创建）	>	Create	
Above（在上面创建）。

步骤	10:			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规则的名称。（例如：	Rule-3)

步骤	11:			在Conditions（条件）下，选择Compound	Condition（复合条
件）。

步骤	12:			在Dictionary（字典）列表中，选择RADIUS-IETF。

步骤	13:			在Attribute（属性）框中，选择Service-Type（服务-类型）。

步骤	14:			在Value（值）框中，选择Frame，然后点击Add	V。

步骤	15:			在当前条件集下，点击And（和）	>	Insert（插入）

步骤	16:			在Attribute（属性）框中，选择NAS-Port-Type（NAS-端口-类
型）。

步骤	17:			在Value（值）框中，选择Wireless	-	IEEE	802.11（无线	-	IEEE	
802.11），然后点击Add（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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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8:			在结果下，在服务列表中选择Wireless	LAN（无线局域网），然后
点击OK。

步骤	19:			在Service	Selection	Rules（服务选择规则）窗格，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程序	5	  
修改网络访问策略

步骤	1:		首先您必须创建一个授权规则，允许WLC使用RADIUS对客户端进行
身份验证。	

步骤	2:		转至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	Wireless	LAN（无线局域
网）	>	Identity（身份）。

步骤	3:		在Identity	Source（身份来源）框中选择AD	then	Local	DB，然
后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步骤	4:		转至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	Wireless	LAN（无线局域
网）	>	Authorization（授权）。

步骤	5:		在Network	Access	Authorization	Policy（网络访问授权策略）窗
格，点击Customize（自定义）。

步骤	6:		使用箭头按钮，将NDG:Device	Type（NDG:设备类型）从
Available（可用）列表移动到Selected（已选）列表，然后点击OK。

步骤	7:		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	Wireless	LAN（无线局域
网）>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	8:		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规则的名称。（例如：WLC	Access)

步骤	9:		在Conditions（条件）下，选择NDG:Device	Type（NDG：设备类
型），然后在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	WLC（所有设备类型：W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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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在Authorization	Profiles（授权配置文件）框中，选择Permit	
Access（允许访问），然后点击OK。

步骤	11:		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程序	6	  
创建网络设备

当采用AAA管理控制器时，必须为控制器应用所需的TACACS+	shell配置文
件。这适用于企业中的每台控制器；需要在Cisco	ACS中创建一个网络设备条
目。	

步骤	1:		在Network	Resources（网络资源）	>	Network	Devices	and	
AAA	Clients（网络设备和AAA客户端）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	2:		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设备主机名称。（例如：WLC-1)

步骤	3:		在Device	Type（设备类型）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	
WLC（所有设备类型:	WLC）。

步骤	4:		在IP框中，输入WLC管理接口IP地址。（例如：10 .4 .46 .64)

步骤	5:		选择TACACS+。

步骤	6:		输入TACACS+共享密钥。（例如：SecretKey)

步骤	7:		选择RADIUS。

步骤	8:		输入RADIUS共享密钥，然后点击Submit（提交）。（例如
Secre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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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7	  
启用缺省网络设备

在针对FlexConnect运行进行了配置之后，接入点可以在控制器不可用时，直接
通过ACS对无线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为RADIUS启用缺省网络设备，可以让接
入点在没有网络设备条目的情况下，与ACS进行通信。	

步骤	1:		转至Network	Resources（网络资源）	>Default	Network	
Device（缺省网络设备）。

步骤	2:		在Default	Network	Device	Status（缺省网络设备状态）列表
中，选择Enabled（启用）。	

接下来，您必须显示RADIUS配置。	

步骤	3:		在Authentication	Options（身份验证选项）下，点击RADIUS旁边
的箭头。

步骤	4:		在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框中，键入在企业的接入点上配置的
密钥，然后点击Submit（提交）。（例如：SecretKey)

如果您不需要使用一个涵盖整个企业管理和用户访问控制的AAA系统，那么就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RADIUS服务器替代思科ACS。

以下程序介绍在现有Windows	Server	2008	Enterprise	Edition安装过程
中，为本指南中部署的WLAN控制器启用RADIUS身份验证所需的步骤。

了解关于在Cisco	ACS上配置RADIUS服务器的信息，请使用之前的流程。

程序	1	  
安装服务

步骤	1:		将服务器加入您的现有域，然后重启。

步骤	2:		服务器重启后，打开Server	Manager。

步骤	3:		浏览至Roles（角色）	>Add	Roles（添加角色）。

配置RADIUS服务器：Windows	Server	2008

1、安装服务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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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在Server	Roles（服务器角色）页面，选择Active	Directory	
Certificate	Services（活动目录证书服务）和Network	Policy	and	
Access	Services（网络策略和访问服务），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	5:		按照向导中的指示进行操作。注意以下几点：

•	当配置Network	Policy（网络策略）和Access	Services（访问服务）角色
时，选择Network	Policy	Server（网络策略服务器）并保留为AD	CS选
择的缺省Certification	Authority（认证机构）角色服务。

•	对于Active	Directory	CS的设置类型，选择Enterprise（企业）。

•	对于CA	Type（CA类型），选择Root	CA。		

请遵照本向导中余下的说明，进行所需的改动，或者酌情保留缺省值。注意，在向
导结束时会出现一条告警，指出在安装AD	CS角色后，此服务器的名称将不能改
变。

现在您的域中有了root	CA和NPS服务器，您可以对其进行配置。

步骤	6:		打开一个MMC控制台，然后点击File（文件）	->	Add/Remove	
Snap-in（添加/删除管理单元）。

步骤	7:		在Certificates	snap-in（证书管理单元），选择Computer	
account（计算机帐户），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在这里我们假定这是您在环境中安装的首个证书颁发机构（CA）。如
果不是，您或者不需要安装此角色，或者可以将此服务器设置为附属
CA。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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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在Select	Computer（选择计算机）中，选择Local	computer（
本地计算机），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步骤	9:		添加证书颁发机构管理单元(Snap-in)。

步骤	10:		添加Certificate	Templates	Snap-in（证书模板管理单元），然后
单击OK（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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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1:		展开Certificates	(Local	Computers)	->	Personal，右键单
击Certificates（证书），然后点击Request	new	certificate（请求新证
书）。

步骤	12:		按照向导中的指示，针对证书类型选择Computer（计算机），然后
单击Enroll（注册）。检查并确保证书模板文件夹在Certificate	Authority	
/	Issued	Certificates（证书颁发机构/已颁发证书）下显示。

步骤	13:		单击Certificate	Templates（证书模板）文件夹，在右侧窗格中找
到RAS	and	IAS	Server（RAS和IAS服务器）。

步骤	14:		右键单击RAS	and	IAS	Server（RAS和IAS服务器），并单击
Duplicate	Template（复制模板）。	

步骤	15:		选择Windows	Server	2008	Enterprise，然后点击OK（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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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6:		键入有效的显示名称，选择Publish	Certificate	in	Active	
Directory（在Active	Directory中发布证书），点击Apply（应用），然后关
闭MMC控制台。

步骤	17:		在Administrative	Tools（管理工具）中，打开Network	Policy	
Server（网络策略服务器）管理控制台。

步骤	18:		右键点击父节点NPS	(Local)，点击Register	server	in	Active	
Directory（在Active	Directory中注册服务器），点击OK（确定），然后再
次点击OK（确定）。

 

步骤	19:		在依然选中NPS	(Local)节点的情况下，选择RADIUS	server	for	
802.1X	Wireless	or	Wired	Connections（用于802.1X无线或有线连
接的RADIUS服务器），然后单击Configure	802.1X（配置802.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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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0:		在Type	of	802.1X	connection（802.1X连接类型）下，选择
Secure	Wireless	Connections（安全无线连接），为希望使用该向导创建
的策略键入恰当的名称，然后点击Add（添加）。

步骤	21:		在Friendly	name（友好名称）框中，为控制器键入一个名称（例
如，WLC-1），然后提供控制器的IP地址或DNS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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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2:		点击Next（下一步），选择Microsoft：Protected	EAP	(PEAP)
，然后点击Configure（配置）。	

步骤	23:		确保Certificate	issued（颁发的证书）下拉列表框里显示了您在
步骤11中注册的证书。

步骤	24:		在Specify	User	Groups（指定用户组）下，点击Add（添加）添
加您已经创建的组，或执行以下步骤创建组，并向组中添加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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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5:		创建一个名为SBA-Users的组。 步骤	26:		创建名为test的用户，并将其添加至在上一步骤中创建的组。

步骤	27:		单击Next（下一步），然后单击Add（添加）以使用Active	
Directory（活动目录）组，来确保您无线服务的安全（您应将机器帐户和用户帐
户都添加到该组，以在用户登录前在无线连接上验证机器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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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8:		在向导的下一步中，您可以配置VLAN信息，或者接受缺省设置。

步骤	29:		点击Finish（完成）。完成802 .1x的配置。

步骤	30:		重启Network	Policy	Server（网络策略服务器）服务。

如果您现在展开Policies（策略）节点，您将会看到向导已创建了一个
Connection	Request	Policy（连接请求策略）和一个Network	Policy（网络
策略），后者包含相应的设置来对您的无线连接进行身份验证。您可以手动创建

这些独立策略，但使用向导进行创建更方便。

您还可以删除安全性较低的身份验证方法选项，并根据需要增加网络策略中的
加密方法。

步骤	31:		在Network	Policies（网络策略）节点下，打开新创建策略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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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2:		在Constraints（限制）选项卡上，取消选中Less	secure	
authentication	methods（不太安全的身份验证方法）下的所有复选框。

步骤	33:		在Settings（设置）选项卡上，单击Encryption（加密）并取消选
中除Strongest	encryption	(MPPE	128-bit)（最强加密（MPPE	128
位））之外的所有选项框。

步骤	34:		保存此策略，然后重启Network	Policy	Server（网络策略服务器）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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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模式部署中，无线局域网控制器和接入点共置于同一站点中。无线局域网
控制器连接到该站点的局域网分布层，无线局域网客户端和局域网间的流量在控
制器和接入点间，通过无线接入点控制和配置（CAPWAP）协议进行隧道传输。

表	2	-		思科现场无线控制器参数检查表

参数	 思科IBA值	
主要控制器

思科IBA值	
永续控制器

站点特定值

控制器参数

交换机接口号 1/0/3,	2/0/3 1/0/4,	2/0/4

VLAN编号 146

时区 PST	-8	0

IP地址 10 .4 .46 .64/24 10 .4 .46 .65/24

缺省网关 10 .4 .46 .1

主机名	 WLC-1 WLC-2

移动组名称 CAMPUS

RADIUS服务器IP地址 10 .4 .48 .15

RADIUS共享钥 SecretKey

管理网络（可选） 10 .4 .48 .0/24

TACACS服务器IP地址（可

选）

10 .4 .48 .15

TACACS共享钥（可选） SecretKey

无线数据网络参数

SSID WLAN-Data

VLAN编号 116

缺省网关 10 .4 .16 .1

控制器接口IP地址 10 .4 .16 .5/22 10 .4 .16 .6/22

无线语音网络参数

SSID WLAN-Voice

VLAN编号 120

缺省网关 10 .4 .20 .1

控制器接口IP地址 10 .4 .20 .5/22 10 .4 .20 .6/22

以本地模式配置现场无线控制器

1、为控制器配置交换机

2、配置WLC平台

3、配置时区

4、配置SNMP

5、限制哪些网络能够管理WLC

6、配置无线用户身份验证

7、配置管理身份验证

8、创建WLAN数据接口

9、创建无线局域网语音接口

10、配置数据无线局域网

11、配置语音无线局域网

12、配置永续控制器

13、配置移动组

14、配置控制器发现功能

15、连接接入点

16、配置接入点，提供永续性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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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为控制器配置交换机

步骤	1:		在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上，创建用以连接分布层交换机的无线VLAN。
管理VLAN可以包含其他思科设备，不必专门用于WLC。

vlan 116
 name WLAN_Data
vlan 120
 name WLAN_Voice
vlan 146
 name WLAN_Mgmt

步骤	2:		为每个接入层VLAN配置一个VLAN接口(SVI)，以便VLAN中的设备
能与网络其余部分进行通信。	

interface Vlan116
 description Wireless Data Network
 ip address 10.4.16.1 255.255.252.0
 no shutdown
!
interface Vlan120
 description Wireless Voice Network
 ip address 10.4.20.1 255.255.252.0
 no shutdown
!
interface Vlan146
 description Wireless Management Network
 ip address 10.4.46.1 255.255.255.0
 no shutdown

步骤	3:		对于接口配置，使用802 .1Q中继来连接WLC。这使分布层交换机能够
向WLC上定义的所有网络提供第三层服务。该中继上所支持的VLAN被限制为
仅在WLC上激活的VLAN。	

如果您正在部署Catalyst	4500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则无需在以下配置中使
用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如果您要部署一个Cisco	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请至少设置两个分布交

换机接口作为一个EtherChannel汇聚端口(trunk)。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port 1]
 description To WLC Port 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port 2]
 description To WLC Port 2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 [port 1], GigabitEthernet 
[port 2]
  switchport
  macro apply EgressQoS
  channel-group [number] mode on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logging event bundle-status
!
interface Port-channel [number]
 description To WLC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16,120,146
 switchport mode trunk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如果您要部署一个Cisco	2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请配置一个分布层交换
机接口作为汇聚端口(trunk)。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port]
 description To WLC Port 1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16,120,146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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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2	  
配置WLC平台

在安装了WLC设备并启动之后，您将在控制台上看到以下信息：

Welcome to the Cisco Wizard Configuration Tool 
Use the ‘-‘ character to backup 
Would you like to terminate autoinstall? [yes]:YES

步骤	1:		输入系统名称。（例如：WLC-1)	

System Name [Cisco_7e:8e:43] (31 characters max): WLC-1

步骤	2:		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Enter Administrative User Name (24 characters max): admin
Enter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24 characters max): ***** 
Re-enter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 ***** 

步骤	3:		如果您要部署一个Cisco	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请为服务端口
接口地址使用DHCP。	

Service Interface IP address Configuration [none] [DHCP]: DHCP

步骤	4:		启用管理接口。	

如果您要部署一个Cisco	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请至少设置两个接口作
为一个EtherChannel汇聚端口(trunk)。	

Enable Link Aggregation (LAG) [yes][NO]:YES
Management Interface IP Address: 10.4.46.64
Management Interface Netmask: 255.255.255.0
Management interface Default Router: 10.4.46.1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 Identifier (0 = untagged): 146

如果您要部署一个Cisco	2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请配置一个接口作为汇
聚端口(trunk)。	

Management Interface IP Address: 10.4.46.64
Management Interface Netmask: 255.255.255.0
Management interface Default Router: 10.4.46.1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 Identifier (0 = untagged): 146
Management Interface Port Num [1 to 4]: 1

步骤	5:		为客户端输入默认DHCP服务器。（例如：10 .4 .48 .10)	

Management Interface DHCP Server IP Address: 10.4.48.10 

步骤	6:		该虚拟接口被WLC用于移动DHCP中继和控制器间通信。输入一个在
您企业的网络中未使用的IP地址。（例如：192 .0 .2 .1)	

Virtual Gateway IP Address: 192.0.2.1

步骤	7:		输入一个将用作默认移动和RF组的名称。（例如：CAMPUS)

Mobility/RF Group Name: CAMPUS

步骤	8:		为支持数据流量的WLAN输入一个SSID。您将能够在以后的部署流程
中用到它。	

Network Name (SSID): WLAN-Data
Configure DHCP Bridging Mode [yes][NO]: NO

步骤	9:		为了增加安全性，请启用DHCP侦听(snooping)。

Allow Static IP Addresses {YES][no]: NO 

步骤	10:		您将稍后利用GUI来配置RADIUS服务器。	

Configure a RADIUS Server now? [YES][no]: NO

步骤	11:		根据您部署WLC所在的国家，输入正确的国家代码。	

Enter Country Code list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countries) 
[US]:US

步骤	12:		启用所有无线网络。

Enable 802.11b network [YES][no]:YES
Enable 802.11a network [YES][no]:YES
Enable 802.11g network [YES][no]:YES

在密码中应至少使用以下四种形式中的三种：小写字母、大写字母、
数字或特殊字符。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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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3:		启用无线资源管理（RRM）自动RF功能。这可以帮助您保持网络的正
常运行。	

Enable Auto-RF [YES][no]:YES

步骤	14:		将WLC时钟与贵企业的NTP服务器进行同步。	

Configure a NTP server now? [YES][no]:YES
Enter the NTP server’s IP address: 10.4.48.17
Enter a polling interval between 3600 and 604800 secs: 86400

步骤	15:		保存配置。如果您答复no （否），系统将在不保存配置的情况下重
启，而您必须重新完成此程序。	

Configuration correct? If yes, system will save it and reset. 
[yes][NO]:YES
Configuration saved!
Resetting system with new configuration

步骤	16:		重置了WLC之后，请使用在步骤2中定义的证书登录至思科无线局域
网控制器管理页面。（例如：https://wlc-1 .cisco .local/)

程序	3	  
配置时区

步骤	1:		转至Commands（命令）	>	Set	Time（设置时间）。

步骤	2:		在Location（位置）列表中，选择WLC的位置所对应的时区。

步骤	3:		点击Set	Timezone（设置时区）。

程序	4	  
配置SNMP

步骤	1:		在Management（管理）	>	SNMP	>	Communities（社区）中，
点击New（新）。

步骤	2:		输入Community	Name（社区名称）。（例如：cisco)

步骤	3:		输入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0 .4 .48 .0)

步骤	4:		输入IP	Mask（IP掩码）。（例如：	255 .255 .2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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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在Status（状态）列表中选择Enable（启用），然后点击Apply（应
用）。

步骤	6:		在Management（管理）	>	SNMP	>	Communities（社区）中，
点击New（新）。

步骤	7:		输入Community	Name（社区名称）。（例如：cisco123)

步骤	8:		输入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0 .4 .48 .0)

步骤	9:		输入IP	Mask（IP掩码）。（例如：255 .255 .255 .0)

步骤	10:			在Access	Mode（访问模式）列表中，选择Read/Write（读/写）
。

步骤	11:			在Status（状态）列表中选择Enable	（启用），然后点击Apply（
应用）。

步骤	12:			导航至Management（管理）	>	SNMP	>	Communities（社
区）。

步骤	13:			指向public（公共）社区的蓝色框，然后点击Remove（删除）。	

步骤	14:			在“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elete?”（您确定要删除吗？）消
息框中，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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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5:			针对private（私有）社区，重复步骤13和步骤14。

程序	5	  
限制哪些网络能够管理WLC

（可选）

对于采用集中式网络运营支持的网络，您可以使用访问列表来限制可以访问您的
控制器的网络，从而提高网络安全性。在本例中，仅10 .4 .48 .0/24网络上的设备
能够通过安全外壳(SSH)协议或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访问控制器。

步骤	1:		在Security（安全）	>	Access	Control	Lists（访问控制列表）	
>	Access	Control	Lists（访问控制列表）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输入访问列表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	3:		在列表中，选择您刚刚创建的访问列表的名称，然后点击Add	New	
Rule（添加新规则）。

步骤	4:		在窗口中，输入以下配置详细信息，然后点击Apply（应用）。

•	Sequence（序列）—1

•	Source（来源）—10.4.48.0 / 255.255.255.0

•	Destination（目的地）—Any

•	Protocol（协议）—TCP

•	Destination	Port（目的地端口）—HTTPS

•	Action（动作）—Permit

步骤	5:		请使用下表列出的详细设置，再重复四次步骤1到步骤4。	

序列 来源 目的地 协议 目的地端口 动作

2 10 .4 .48 .0/	
255 .255 .255 .0

任意 TCP 其他/22 允许

3 任意 任意 TCP HTTPS 拒绝

4 任意 任意 TCP 其他/22 拒绝

5 任意 任意 任意 任意 允许

步骤	6:		在Security（安全）	>	Access	Control	Lists（访问控制列表）	
>	CPU	Access	Control	Lists（CPU访问控制列表）中，选择Enable	
CPU	ACL（启用CPU	ACL）。

步骤	7:		在ACL	Name（ACL名称）列表中，选择您在步骤2中创建的ACL，然
后点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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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6	  
配置无线用户身份验证

步骤	1: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Radius	>	Authentication（身份
验证）中，点击New（新）。

步骤	2: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 .4 .48 .15)

步骤	3:		输入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并确认。（例如：SecretKey)

步骤	4:		在Management（管理）的右侧，取消选中Enable（启用），然后点击
Apply（应用）。

步骤	5: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Radius	>	Accounting（记帐），
点击New（新建）。

步骤	6: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	10 .4 .48 .15)

步骤	7:		输入并确认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	SecretKey)

程序	7	  
配置管理身份验证

（可选）

您可以利用此步骤配置认证、授权和记帐(AAA)服务，部署集中式管理身份验
证。如果您希望采用本地管理身份验证，请跳至程序8。	

随着网络中需要维护的设备不断增加，在每台设备上维护本地管理帐户的运营
任务也将不断加重。集中的认证、授权和记账	(AAA)服务可以减少每台设备的
操作任务，为用户访问提供一个审核日志，以便进行安全合规检查和根本原因分
析。在对访问控制采用AAA时，对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的所有管理访问（SSH和
HTTPS）都由AAA控制。	

步骤	1: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TACACS+	>	Authentication（
身份验证）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 .4 .4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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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输入并确认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	SecretKey）

步骤	4: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TACACS+	>	Accounting（记
账）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5: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 .4 .48 .15)

步骤	6:		输入并确认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	SecretKey)

步骤	7: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TACACS+	>	Authorization（授
权）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8: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 .4 .4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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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输入并确认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	SecretKey)

步骤	10:		转至Security（安全）	>	Priority	Order（优先顺序）	>	
Management	User（管理用户）。

步骤	11:			使用箭头按钮，将TACACS+从Not	Used（不使用）列表移至
Used	for	Authentication（用于身份验证）列表。	

步骤	12:			使用Up（上）和Down（下）按钮，将TACACS+移至Order	Used	
for	Authentication（身份验证所使用的顺序）列表中的第一位。	

步骤	13:			使用箭头按钮，将RADIUS移至Not	Used（不使用）列表，然后点
击Apply（应用）。	

程序	8	  
创建WLAN数据接口

配置WLC将语音和数据流量分开。这是为了确保相关IP流量无论在何种介质中
传输时都能得到正确的处理。这在任何出色的网络设计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此
程序中，您需要添加一个允许无线数据网络上的设备与您企业中其余设备进行通
信的接口。

步骤	1:		在Controller（控制器）>Interfaces（接口）中，点击New（新建）
。

步骤	2:		输入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Wireless-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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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输入VLAN	ID，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116)

步骤	4:		如果您要部署一台Cisco	2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请在Port	
Number（端口号）框中输入连接到局域网分布交换机的端口。（例如：1)

步骤	5:		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分配给WLC接口的IP地址。（例
如：10 .4 .16 .5)

步骤	6:		输入Netmask（子网掩码）。（例如：255 .255 .252 .0)

步骤	7:		在Gateway（网关）框中，输入在程序1中定义的VLAN接口的IP地址。
（例如：	10 .4 .16 .1)

步骤	8:		在Primary	DHCP	Server（主用DHCP服务器）框中，输入您企业
DHCP服务器的IP地址。（例如：10 .4 .48 .10)

步骤	9:		单击Apply（应用）。

程序	9	  
创建无线局域网语音接口

您必须添加一个允许无线语音网络上的设备与企业中其他设备进行通信的接
口。

步骤	1:		在Controller（控制器）>Interfaces（接口）中，点击New（新建）
。

步骤	2:		输入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wireless-voice)

为了防止DHCP向与WLC的地址冲突的无线客户端分配地址，请在
DHCP域中排除您为WLC接口分配的地址。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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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输入VLAN	ID，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120)

步骤	4:		如果您要部署一台Cisco	2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请在Port	
Number框中输入连接到局域网分布交换机的端口。（例如：1)

步骤	5:		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分配给WLC接口的IP地址。（例
如：10 .4 .20 .5)

步骤	6:		输入Netmask（子网掩码）。（例如：	255 .255 .252 .0)

步骤	7:		在Gateway（网关）框中，输入在程序1中定义的VLAN接口的IP地址
（例如：	10 .4 .20 .1)

步骤	8:		在Primary	DHCP	Server（主用DHCP服务器）框中，输入您企业
DHCP服务器的IP地址。（例如：	10 .4 .48 .10)

步骤	9:		单击Apply（应用）。

为了防止DHCP向与WLC的地址冲突的无线客户端分配地址，请在
DHCP域中排除您为WLC接口分配的地址。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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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0	  
配置数据无线局域网

与无线语音流量相比，无线数据流量在应对延迟、抖动和丢包时更加自如。对于
数据WLAN，请保留缺省的QoS设置，并将数据流量划分到数据有线VLAN中。

步骤	1:		转至WLANs。

步骤	2:		点击程序2中创建的SSID的WLAN	ID。（例如：WLAN-Data)

步骤	3:		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上，在Interface/Interface	Group(G)（接
口/接口组(G)）列表中，选择程序8中创建的接口，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
如：wireless-data）

程序	11	  
配置语音无线局域网

无线语音流量不同于数据流量之处在于，它不能有效地处理延迟、抖动和丢包。
要配置语音WLAN，将默认QoS设置改为Platinum，并将语音流量划分到语音
有线VLAN中。

步骤	1:		转至WLANs。



38部署详情2012年8月系列

步骤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Create	New（新建），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	3:		输入Profile	Name（配置文件名称）。（例如：Voice)

步骤	4:		在SSID框中输入语音WLAN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
如：WLAN-Voice)

步骤	5:		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上，在Status（状态）旁选择Enabled（启
用）。	

步骤	6:		在Interface/Interface	Group(G)（接口/接口组(G)）列表中，选择在
程序9中创建的接口。（例如：wireless-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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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在QoS选项卡上，在Quality	of	Service	(QoS)（服务质量(QoS)）列
表中，选择Platinum	(voice)（白金（语音）），然后点击Apply（应用）。	

程序	12	  
配置永续控制器

虽然一台独立的控制器就能同时支持多个楼层、建筑物中的轻型接入点，但是为
了提高永续性，您应当在一个站点部署多个控制器。

本设计采用了两个控制器。第一个是主控制器，接入点通常注册到该控制器。第
二个控制器（也称为永续控制器）可以在主控制器发生故障时提供永续性。在正
常情况下，没有接入点会注册到永续控制器。

虽然控制器是成对配置，但是它们不会分享配置信息，因此您必须单独配置每个
控制器。	

步骤	1:		针对永续控制器重复程序2至程序11。

程序	13	  
配置移动组

由于您网络中的一个无线客户端有可能从隶属于某个控制器的接入点，漫游到隶
属于另外一个控制器的接入点，所以这两个控制器都应当部署在同一个移动组之
中。

移动组由一组控制器所构成，它们都具有相同的移动组名称，并界定了无线客户
端无缝漫游的范围。通过创建移动组，您可以让网络中的多个控制器在发生控制
器间或者子网间漫游时，动态地共享信息和转发数据流量。同一个移动组中的控
制器可以共享客户端设备的上下文和状态信息，以及它们的接入点列表，这样它
们就不会把彼此的接入点视为非法设备。利用这一信息，网络能够支持控制器间
WLAN漫游和冗余控制器。	

步骤	1:		在主用控制器上，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本地控制器的
MAC地址、IP地址和移动组名称显示。	

步骤	2:		在永续控制器上，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然后点击
New（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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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Member	IP	Address（成员IP地址）框中，输入主用控制器的IP
地址。（例如：	10 .4 .46 .64)

步骤	4:		在Member	MAC	Address（成员MAC地址）框中，输入主用控制
器的MAC地址，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	5:		在主用控制器上，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然后点击
New（新建）。

步骤	6:		在Member	IP	Address（成员IP地址）框中，输入永续控制器的IP
地址。（例如：	10 .4 .46 .65)

步骤	7:		在Member	MAC	Address（成员MAC地址）框中，输入永续控制
器的MAC地址，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	8:		在每个控制器上，点击Save	Configuration（保存配置），然后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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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
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页面，然后通过检查移动组信息，确保所
有控制器间的连接都已启动。在Status（状态）一栏中，所有控制器都应列为
Up（启动）。	

程序	14	  
配置控制器发现功能

根据控制器的数量和您所部署的DHCP服务器的类型，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配
置控制器发现功能。

如果您的企业中只有一对控制器，那么请执行本程序的选项1中的步骤。

如果您在企业中部署了多个控制器，使用动态主机控制协议(DHCP)选项43将接
入点映射到其控制器。通过使用选项43，远程站点和每个园区可定义独特的映
射。根据您的企业所部署的DHCP服务器的类型，请执行本程序的选项2或者3中
的步骤。

选项	1.		企业中只有一对WLC

步骤	1:		配置企业的DNS服务器（在本例中为10 .4 .48 .10），以将cisco-
capwap-controller主机名解析到控制器的管理IP地址（在本例中为
10 .4 .46 .64）。该cisco-capwap-controller	DNS记录为运行软件版本6 .0和
更高版本的接入点提供bootstrap信息。	

步骤	2:		如果网络可能包括运行低于6 .0版软件的接入点，请添加一个DNS记
录，向控制器的管理IP地址解析主机名cisco-lwapp-controller。

选项	2.		企业中存在多对WLC：Cisco	IOS	DHCP服务器

如果网络中没有外部的中央站点DHCP服务器，您可以通过Cisco	IOS软件提供
DHCP服务。这项功能在远程站点也很有用，因为您可以籍此提供本地DHCP服
务，而不需要依靠广域网连接到外部的中央站点DHCP服务器。

步骤	1:		组合DHCP选项43的值。

这个十六进制字符串是通过按顺序组合选项43的子选项的值构造而成，包括
Type（类型）+	Length（长度）	+	Value	（TLV）。	

•	 Type（类型）	是子选项代码0xf1。

•	 Length（长度）	是控制器管理IP地址个数与4的乘积（以十六进制表示）。

•	 Value（值）是按顺序以十六进制列出的控制器IP地址。

例如，假设有两台控制器，管理接口的IP地址分别为10 .4 .46 .64	和10 .4 .46 .65
。类型值是0xf1。长度是2	*	4	=	8	=	0x08。IP地址以此表示为0a042e40	
（10 .4 .46 .64）和0a042e41（10 .4 .46 .65）。这样，最终组合而成的字符串为
f1080a042e400a042e41。	

步骤	2:		在网络设备上，将选项43添加到预设数据网络DHCP池。

ip dhcp pool [pool name]
 option 43 hex f1080a042e400a042e41

选项	3.		多对WLC：Microsoft	DHCP服务器

此程序显示了如何配置Windows	DHCP服务器，以便将厂商特定的信息返回
至本部署指南中所用的轻型Cisco	Aironet	1040和2600系列接入点。轻型
Cisco	Aironet系列接入点的厂商类别标识符视每种型号类型而定。要支持一种
以上的接入点型号，您必须为每个型号类型创建一个厂商类别（vendor	cla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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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厂商类别标识符

接入点 厂商类别标识符

Cisco	Aironet	1040系列	 Cisco	AP	c1040	

Cisco	Aironet	2600系列 Cisco	AP	c2600

Cisco	Aironet	3600系列 Cisco	AP	c3600

步骤	1:		打开DHCP	Server	Administration	Tool（DHCP服务管理工具）或
MMC。	

步骤	2:		右击DHCP	根目录下的IPv4，然后点击Define	Vendor	
Classes（定义厂商类别）。

步骤	3:		在DHCP	Vendor	Classes（DHCP厂商类别）窗口中，点击Add（添
加）。

步骤	4:		在New	Class（新类别）对话框中，输入Display	Name（显示名称）。
（例如：	Cisco	Aironet	1040	AP)

步骤	5:		在ASCII部分，输入适用于表3中相应接入点系列的厂商类别标识符，然
后点击OK。（例如：Cisco	AP	c1040)

步骤	6:			在DHCP	Vendor	Classes（DHCP厂商类别）窗口中，点击Close（
关闭）。

步骤	7:			右击DHCP	Server	Root（DHCP服务器根），然后选择Set	
Predefined	Options（设置预定义选项）。



43部署详情2012年8月系列

步骤	8:			在Option	Class（选项类别）列表中，选择步骤4中创建的类别，然后
点击Add（添加）。

步骤	9:			在Option	Type（选项类型）对话框中，输入Name（名称）。（例
如：Option	43)	

步骤	10:			在Data	Type（数据类型）列表中，选择IP	Address（IP地址）。

步骤	11:			选择Array（阵列）。	

步骤	12:			在Code（代码）框中，输入241，点击OK。

厂商类别和子选项现已编排到DHCP服务器中。现在，您需要针对DHCP范围定
义厂商特定信息。	

步骤	13:			选择适当的DHCP范围，右击Scope	Options（范围选项），然后
选择Configure	Options（配置选项）。

步骤	14:			点击Advanced（高级）选项卡，在Vendor	Class（厂商类别）列表
中选择步骤4中创建的类别。	

步骤	15:			在Available	Options（可用选项）下，选择241	Option	43（241
选项43）。

步骤	16:			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主用控制器管理接口的IP地
址，然后点击Add（添加）。（例如：10 .4 .46 .64)

步骤	17:			针对永续控制器重复步骤16，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
如：10 .4 .46 .65)

程序	15	  
连接接入点

在局域网接入交换机中，连接到接入点的交换机接口会使用标准的接入交换端口
配置。唯一的例外是您在本程序中配置的QoS策略。	

步骤	1:		配置将连接接入点的接口，以信任来自接入点的QoS标记。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port]
  description Access Point Connection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00 
  switchport voice vlan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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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EgressQoS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maximum 11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aging time 2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aging type inactivity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violation restrict 
  ip arp inspection limit rate 100
  ip dhcp snooping limit rate 100
  ip verify source 

程序	16	  
配置接入点，提供永续性

步骤	1:		在主用控制器上，转至Wireless（无线），并选择所需的接入点。

步骤	2:		点击High	Availability（高可用性）选项卡。	

步骤	3:		在Primary	Controller（主用控制器）框中，输入主用控制器的名称
和管理IP地址。（例如：WLC-1	/	10 .4 .46 .64)

步骤	4:		在Secondary	Controller（备用控制器）框中，输入永续控制器的
名称和管理IP地址，然后点击	Apply（应用）。（例如：WLC-2	/	10 .4 .4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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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两种方法部署远程站点的无线局域网控制器：共享式和专用式。		

•	共享式WLC会同时连接远程站点接入点和站点本地的接入点。如果接入点
数量符合靠近广域网头端、位于相同位置的WLC的可用容量，而且广域网头
端与园区位于相同地点，那么就应当使用共享式WLC。

•	专用式WLC只连接远程站点的接入点。如果您拥有大量的接入点或者远
程站点，请使用专用式WLC。另外，如果靠近广域网头端、位于相同位置的
WLC不具备足够的容量，或者广域网头端没有与园区位于相同地点，那么您
也应当选择这一方式。

如果您使用的是共享式WLC，那么本部署指南假定您遵循了“利用现场控制器
配置无线网络”流程中的部署步骤。如果要在共享式控制器部署中配置远程站点
的无线网络，请跳至程序10。

如果您使用的是专用式WLC，请执行本流程中的全部步骤，来部署远程站点的无
线网络。

借助FlexConnect配置远程站点无线

1、配置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

2、配置WLC平台

3、配置时区

4、配置SNMP

5、限制哪些网络能够管理WLC

6、配置无线用户身份验证

7、配置管理身份验证

8、配置永续WLC

9、配置移动组

10、配置数据无线局域网

11、配置语音无线局域网

12、配置控制器发现功能

13、配置远程站点路由器

14、针对接入点配置远程站点交换机

15、针对Cisco	FlexConnect配置接入点

16、配置接入点，提供永续性

17、配置FlexConnect组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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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思科远程站点无线控制器参数检查表

参数	 思科IBA值	
主要控制器

思科IBA值	
永续控制器

站点特定值

控制器参数	(可选)

交换机接口号 1/0/3,	2/0/3 1/0/4,	2/0/4

VLAN编号 146

时区 PST	-8	0

IP地址 10 .4 .46 .68/24 10 .4 .46 .69/24

缺省网关 10 .4 .46 .1

主机名	 WLC-

RemoteSites-1

WLC-

RemoteSites-2

移动组名称 REMOTES

RADIUS服务器IP地址 10 .4 .48 .15

RADIUS共享钥 SecretKey

管理网络（可选） 10 .4 .48 .0/24

TACACS服务器IP地址

（可选）

10 .4 .48 .15

TACACS共享钥（可

选）

SecretKey

远程站点参数

无线数据SSID WLAN-Data

无线数据VLAN编号 65

无线语音SSID WLAN-Voice

无线语音VLAN编号 70

缺省网关 10 .4 .20 .1

控制器接口IP地址 10 .4 .20 .5/22 10 .4 .20 .6/22

程序	1	  
配置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

步骤	1:		在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上，创建用以连接分布层交换机的无线管理
VLAN。	

vlan 146
 name WLAN_Mgmt

步骤	2:		为该VLAN配置一个VLAN接口(SVI)，以便VLAN中的设备能与网络
其余部分通信。	

interface Vlan146
 description Wireless Management Network
 ip address 10.4.46.1 255.255.255.0
 no shutdown

步骤	3:		对于接口配置，使用802 .1Q中继来连接WLC。这使分布层交换机能够
向WLC上定义的所有网络提供第三层服务。该中继上所支持的VLAN被限制为
仅在WLC上激活的VLAN。	

如果您正在部署Catalyst	4500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则无需在以下配置中使
用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如果您要部署一个Cisco	7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请配置一个10	Gigabit
分布层交换机接口作为汇聚端口(trunk)。请注意，在部署Cisco	7500系列无线
局域网控制器时，不得将WLC连接到3750X分布交换机。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number]
 description To WLC port 1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46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no shutdown

如果您要部署一个Cisco	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请至少设置两个分布层
交换机接口作为一个EtherChannel汇聚端口(trunk)。	

interfaceGigabitEthernet[port 1]
description To WLC Port 1
interfaceGigabitEthernet[port 2]
description To WLC Port 2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port 1], GigabitEthernet[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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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port
macro apply EgressQoS
channel-group[number] mode on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logging event bundle-status
!
interfacePort-channel[number]
description To WLC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46
switchport mode trunk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程序	2	  
配置WLC平台

在安装了WLC设备并启动之后，您将在控制台上看到以下信息：

Welcome to the Cisco Wizard Configuration Tool 
Use the ‘-‘ character to backup 
Would you like to terminate autoinstall? [yes]:YES 

步骤	1:		输入系统名称。（例如：WLC-RemoteSites-1)	

System Name [Cisco_d9:3d:66] (31 characters max): WLC-
RemoteSites-1

步骤	2:		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Enter Administrative User Name (24 characters max): admin
Enter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24 characters max): ***** 
Re-enter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 ***** 

步骤	3:		为服务端口接口地址使用DHCP。	

Service Interface IP address Configuration [none] [DHCP]: DHCP

步骤	4:		输入管理接口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

如果您要部署一个Cisco	7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请配置10	Gigabit接口
作为汇聚端口(trunk)。

Management Interface IP Address: 10.4.46.68
Management Interface Netmask: 255.255.255.0
Management interface Default Router: 10.4.46.1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 Identifier (0 = untagged): 146
Management Interface Port Num [1 to 2]: 1

如果您要部署一个Cisco	5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请至少设置两个接口作
为一个EtherChannel汇聚端口(trunk)。	

Enable Link Aggregation (LAG) [yes][NO]:YES
Management Interface IP Address: 10.4.46.68
Management Interface Netmask: 255.255.255.0
Management interface Default Router: 10.4.46.1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 Identifier (0 = untagged): 146

步骤	5:		为客户端输入默认DHCP服务器。（例如：10 .4 .48 .10)	

Management Interface DHCP Server IP Address: 10.4.48.10 

步骤	6:		该虚拟接口被WLC用于移动DHCP中继和控制器间通信。输入一个在
您企业的网络中未使用的IP地址。（例如：192 .0 .2 .1)	

Virtual Gateway IP Address: 192.0.2.1

步骤	7:		输入一个将用作默认移动和RF组的名称。（例如：REMOTES)

Mobility/RF Group Name: REMOTES

步骤	8:		为支持数据流量的WLAN输入一个SSID。您将能够在以后的部署流程
中用到它。	

Network Name (SSID): WLAN-Data
Configure DHCP Bridging Mode [yes][NO]: NO

在密码中应至少使用以下四种形式中的三种：小写字母、大写字母、
数字或特殊字符。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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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为了增加安全性，请启用DHCP侦听(snooping)。

Allow Static IP Addresses {YES][no]: NO 

步骤	10:			您将稍后利用GUI来配置RADIUS服务器。	

Configure a RADIUS Server now? [YES][no]: NO

步骤	11:			根据您部署WLC所在的国家，输入正确的国家代码。	

Enter Country Code list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countries) 
[US]:US

步骤	12:			启用所有无线网络。

Enable 802.11b network [YES][no]:YES
Enable 802.11a network [YES][no]:YES
Enable 802.11g network [YES][no]:YES

步骤	13:			启用RRM自动RF特性。这可以帮助您保持网络的正常运行。

Enable Auto-RF [YES][no]:YES

步骤	14:			将WLC时钟与贵企业的NTP服务器进行同步。	

Configure a NTP server now? [YES][no]:YES
Enter the NTP server’s IP address: 10.4.48.17
Enter a polling interval between 3600 and 604800 secs: 86400

步骤	15:			保存配置。如果您答复no（否），系统将在不保存配置的情况下重启，
而您必须重新完成此程序。	

Configuration correct? If yes, system will save it and reset. 
[yes][NO]:YES
Configuration saved!
Resetting system with new configuration

步骤	16:			重置了WLC之后，请使用在步骤2中定义的证书登录至思科无线局域
网控制器管理页面。（例如：https://WLC-RemoteSites-1 .cisco .local/)

程序	3	  
配置时区

步骤	1:		转至Commands（命令）	>	Set	Time（设置时间）。

步骤	2:		在Location（位置）列表中，选择WLC的位置所对应的时区。

步骤	3:		点击Set	Timezone（设置时区）。

程序	4	  
	配置SNMP

步骤	1:		在Management（管理）	>	SNMP	>	Communities（社区）中，
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输入Community	Name（社区名称）。（例如：	cisco)

步骤	3:		输入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0 .4 .48 .0)

步骤	4:		输入IP	Mask（IP掩码）。（例如：255 .255 .2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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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在Status（状态）列表中选择Enable（启用），然后点击Apply（应
用）。

步骤	6:		在Management（管理）	>	SNMP	>	Communities（社区）中，
点击New（新建）。

步骤	7:		输入Community	Name（社区名称）。（例如：cisco123)

步骤	8:		输入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0 .4 .48 .0)

步骤	9:		输入IP	Mask（IP掩码）。（例如：255 .255 .255 .0)

步骤	10:			在Access	Mode（访问模式）列表中，选择Read/Write（
读/写）。

步骤	11:			在Status（状态）列表中选择Enable	（启用），然后点击Apply（
应用）。

步骤	12:			导航至Management（管理）	>	SNMP	>	Communities（社
区）。

步骤	13:			指向public（公共）社区的蓝色框，然后点击Remove（删除）。	

步骤	14:			在“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elete?”（您确定要删除吗？）消
息框中，点击OK。



50部署详情2012年8月系列

步骤	15:			针对private（私有）社区，重复步骤13和步骤14。

程序	5	  
	限制哪些网络能够管理WLC

（可选）

对于采用集中式网络运营支持的网络，您可以使用访问列表来限制可以访问您的
控制器的网络，从而提高网络安全性。在本例中，仅10 .4 .48 .0/24网络上的设备
可以通过SSH或SNMP访问控制器。

步骤	1:		在Security（安全）	>	Access	Control	Lists（访问控制列表）	
>	Access	Control	Lists（访问控制列表）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输入访问控制列表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	3:		在列表中，选择您刚刚创建的访问列表的名称，然后点击Add	New	
Rule（添加新规则）。

步骤	4:		在窗口，输入以下配置详细信息，然后点击Apply（应用）。

•	Sequence（序列）	—	1

•	Source（来源）	—	10.4.48.0 / 255.255.255.0

•	Destination（目的地）	— Any

•	Protocol（协议）	—	TCP

•	Destination	Port（目的地端口）	—	HTTPS

•	Action（动作）	—	Permit

步骤	5:		请使用下表列出的详细设置，重复四次步骤1至步骤4。

序列 来源 目的地 协议 目的地端口 动作

2 10 .4 .48 .0/	
255 .255 .255 .0

任意 TCP 其他/22 允许

3 任意 任意 TCP HTTPS 拒绝

4 任意 任意 TCP 其他/22 拒绝

5 任意 任意 任意 任意 允许

步骤	6:		在Security（安全）	>	Access	Control	Lists（访问控制列表）	
>	CPU	Access	Control	Lists（CPU访问控制列表）中，选择Enable	
CPU	ACL（启用CPU	ACL）。

步骤	7:		在ACL	Name（ACL名称）列表中，选择您刚刚创建的ACL，然后点
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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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6	  
配置无线用户身份验证

步骤	1: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Radius	>	Authentication（身份
验证）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 .4 .48 .15)

步骤	3:		输入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并确认。（例如：SecretKey)

步骤	4:		在Management（管理）的右侧，取消选中Enable（启用），然后点击
Apply（应用）。

步骤	5: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Radius	>	Accounting（记帐），
点击New（新建）。

步骤	6: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 .4 .48 .15)

步骤	7:		输入并确认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	SecretKey)

程序	7	  
	配置管理身份验证

（可选）

您可以利用此步骤配置认证、授权和记帐(AAA)服务，部署集中式管理身份验
证。如果您希望采用本地管理身份验证，请跳至程序8。	

随着网络中需要维护的设备不断增加，在每台设备上维护本地管理帐户的运营
任务也将不断加重。集中的认证、授权和记账	(AAA)服务可以减少每台设备的
操作任务，为用户访问提供一个审核日志，以便进行安全合规检查和根本原因分
析。在对访问控制采用AAA时，对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的所有管理访问（SSH和
HTTPS）都由AAA控制。	

步骤	1: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TACACS+	>	Authentication（
身份验证）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 .4 .4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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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输入并确认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	SecretKey)

步骤	4: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TACACS+	>	Accounting（记
账）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5: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	10 .4 .48 .15)

步骤	6:		输入并确认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	SecretKey)

步骤	7: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TACACS+	>	Authorization（授
权）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8: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10 .4 .4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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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输入并确认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	SecretKey)

步骤	10:			转至Security（安全）	>	Priority	Order（优先顺序）	>	
Management	User（管理用户）。

步骤	11:			使用箭头按钮，将TACACS+从Not	Used（不使用）列表移至
Used	for	Authentication（用于身份验证）列表。	

步骤	12:			使用Up（上）和Down（下）按钮，将TACACS+移至Order	Used	
for	Authentication（身份验证所使用的顺序）列表中的第一位。	

步骤	13:			使用箭头按钮，将RADIUS移至Not	Used（不使用）列表，然后点
击Apply（应用）。	

程序	8	  
	配置永续WLC

这一设计采用了两个WLC。第一个是主用WLC，接入点在它上面进行注册。第二
个WLC用于在主用WLC出现故障时提供永续支持。在正常运行情况下，任何接
入点都不会在这个WLC上注册。

针对永续WLC重复程序1至程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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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9	  
	配置移动组

步骤	1:		在主用控制器上，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本地控制器的
MAC地址、IP地址和移动组名称显示在Static	Mobility	Group	Members（
静态移动组成员）页面中。	

步骤	2:		在永续控制器上，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然后点击
New（新建）。

步骤	3:		在Member	IP	Address（成员IP地址）框中，输入主用控制器的IP
地址。（例如：	10 .4 .46 .68)

步骤	4:		在Member	MAC	Address（成员MAC地址）框中，输入主用控制
器的MAC地址，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	5:		在主用控制器上，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然后点击
New（新建）。

步骤	6:		在Member	IP	Address（成员IP地址）框中，输入永续控制器的IP
地址。（例如：	10 .4 .4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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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在Member	MAC	Address（成员MAC地址）框中，输入永续控制
器的MAC地址，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	8:		在每个控制器上，点击Save	Configuration（保存配置），然后点击
OK。

步骤	9:		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
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页面，然后通过检查移动组信息，确认所
有控制器间的连接都已启动。在Status（状态）一栏中，所有控制器都应列为
Up（启动）。	

程序	10	  
配置数据无线局域网

与无线语音流量相比，无线数据流量在应对延迟、抖动和丢包时更加高效。对于
数据WLAN，请保留缺省的QoS设置，并将数据流量划分到数据有线VLAN中。

步骤	1:		转至W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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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点击数据SSID的WLAN	ID。 步骤	3:		在Advanced（高级）选项卡上，在FlexConnect	Local	
Switching（FlexConnect本地交换）右侧选择Enabled（启用），然后点击
Apply（应用）。

程序	11	  
配置语音无线局域网

无线语音流量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数据流量之处在于，它不能有效地处理延迟、抖
动或丢包。要配置语音WLAN,，将默认QoS设置改为Platinum，并将语音流量
划分到语音有线VLAN中。

步骤	1:		转至W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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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Create	New（新建），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	3:		输入Profile	Name（配置文件名称）。（例如：Voice)

步骤	4:		在SSID框中输入语音WLAN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	
WLAN-Voice)

步骤	5:		在Advanced（高级）选项卡上，在FlexConnect	Local	
Switching（FlexConnect本地交换）右侧选择Enabled（启用），然后点击
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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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在QoS选项卡上，在Quality	of	Service	(QoS)（服务质量(QoS)）列
表中，选择Platinum	(voice)（白金（语音）），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	7:		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上，在Status（状态）的右侧选择
Enabled（启用），然后点击Apply（应用）。

程序	12	  
配置控制器发现功能

根据控制器的数量和您所部署的DHCP服务器的类型，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配
置控制器发现功能。

如果您的企业中只有一对控制器，那么请执行本程序的选项1中的步骤。

如果您在企业中部署了多个控制器，使用动态主机控制协议(DHCP)选项43将接
入点映射到其控制器。通过使用选项43，远程站点和每个园区可定义独特的映
射。根据您的企业所部署的DHCP服务器的类型，请执行本程序的选项2或者3中
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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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1.		企业中只有一对WLC

步骤	1:		配置企业的DNS服务器（在本例中为10 .4 .48 .10），以将cisco-
capwap-controller主机名解析到控制器的管理IP地址（在本例中为
10 .4 .46 .64）。该cisco-capwap-controller	DNS记录为运行软件版本6 .0和
更高版本的接入点提供bootstrap信息。	

步骤	2:		如果网络可能包括运行低于6 .0版软件的接入点，请添加一个DNS记
录，向控制器的管理IP地址解析主机名cisco-lwapp-controller。

选项	2.		企业中存在多对WLC：Cisco	IOS	DHCP服务器

如果网络中没有外部的中央站点DHCP服务器，您可以通过Cisco	IOS软件提供
DHCP服务。这项功能在远程站点也很有用，因为您可以籍此提供本地DHCP服
务，而不需要依靠广域网连接到外部的中央站点DHCP服务器。

步骤	1:		组合DHCP选项43的值。

该十六进制字符串通过按顺序组合选项43的子选项的值构造而成，包括Type（
类型）+Length（长度）+Value（TLV）。	

•	 Type（类型）	是子选项代码0xf1。

•	 Length（长度）	是控制器管理IP地址个数与4的乘积（以十六进制表示）。	

•	 Value（值）是按顺序以十六进制列出的控制器IP地址。

例如，假设有两台控制器，管理接口的IP地址分别为10 .4 .46 .64	和10 .4 .46 .65
。类型值是0xf1。长度是2	*	4	=	8	=	0x08。IP地址表示为0a042e44	
(10 .4 .46 .68)	和	0a042e45(10 .4 .46 .69)。这样，最终组合而成的字符串为
f1080a042e440a042e45。	

步骤	2:		在网络设备上，将选项43添加到预设数据网络DHCP池。

ip dhcp pool [pool name]
option 43 hex f1080a042e440a042e45

选项3：多对WLC：Microsoft	DHCP服务器

此程序显示了如何配置Windows	DHCP服务器，以将厂商特定的信息返回至
本部署指南所用的轻型Cisco	Aironet	1040和2600系列接入点。轻型Cisco	
Aironet系列接入点的厂商类别标识符视每种型号类型而定。要支持一种以上的
接入点型号，您必须为每个型号类型创建一个厂商类别（vendor	class	）。	

表	5	-			厂商类别标识符

接入点 厂商类别标识符

Cisco	Aironet	1040系列 Cisco	AP	c1040	

Cisco	Aironet	2600系列 Cisco	AP	c2600

Cisco	Aironet	3600系列 Cisco	AP	c3600

步骤	3:		打开DHCP	Server	Administration	Tool（DHCP服务器管理工具）
或MMC。	

步骤	4:		右击DHCP根目录下的IPv4，然后点击Define	Vendor	Classes（
定义厂商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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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在DHCP	Vendor	Classes（DHCP厂商类别）对话框中，点击
Add（添加）。

步骤	6:		在New	Class（新类别）对话框中，输入Display	Name（显示名称）。
（例如：	Cisco	Aironet	1040	AP)

步骤	7:		在ASCII部分，输入表3中相应接入点系列的厂商类别标识符，然后点击
OK。（例如：Cisco	AP	c1040)

步骤	8:		在DHCP	Vendor	Classes（DHCP厂商类别）对话框中，点击
Close（关闭）。

步骤	9:		右击DHCP	Server	Root(IPv4)（DHCP服务器根(IPv4)），然后
选择Set	Predefined	Options（设置预定义选项）。

步骤	10:		在Option	Class（选项类别）列表中，选择步骤4中创建的类别，然
后点击Add（添加）。

步骤	11:		在Option	Type（选项类型）对话框中，输入Name（名称）。（例
如：Option	43)	

步骤	12:			在Data	Type（数据类型）列表中，选择IP	Address（IP地址）。

步骤	13:			选择Array（阵列）。	

步骤	14:			在Code（代码）框中，输入241，点击OK。

厂商类别和子选项现已编排到DHCP服务器中。现在，您需要针对DHCP范围定
义厂商特定信息。	

步骤	15:			选择合适的DHCP范围。右击Scope	Options（范围选项），选择
Configure	Options（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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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6:			点击Advanced（高级）选项卡，在Vendor	Class（厂商类别）列
表中选择步骤4中创建的类别。	

步骤	17:			在Available	Options（可用选项）下，选择241	Option	43
（241选项43）。

步骤	18:			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主用控制器管理接口的IP地
址，然后点击Add（添加）。（例如：10 .4 .46 .68)

步骤	19:			针对永续控制器重复步骤16，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
如：10 .4 .46 .69)

程序	13	  
配置远程站点路由器

远程站点路由器要求额外配置以支持无线VLAN。该程序会随在远程站点所部
署的广域网路由器数量的多少而有所不同。

选项	1.		单个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

步骤	1:		在连接到接入层交换机的路由器接口上，创建无线数据和语音
子接口。如果连接是单链路，那么该接口将是一个物理接口；如果连接是
EtherChannel，那么该接口将是一个逻辑端口通道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5
description Wireless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5
ip address 10.5.42.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70
description Wireless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70
ip address 10.5.43.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sparse-mode

步骤	2:		如果远程站点按照《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应用优化部
署指南》中介绍的方法部署了应用优化，那么就需要在路由器的无线数据接口上
配置Web缓存通信协议（WCCP）重定向。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5
description Wireless Data
ip wccp 61 redirect in

步骤	3:		如果网络没有一个中央站点DHCP服务器，请在路由器上配置Cisco	
IOS软件DHCP服务。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0.5.42.1 10.5.42.10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0.5.43.1 10.5.43.10
ip dhcp pool WLAN-Data
network 10.5.42.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0.5.42.1
domain-name cisco.local
dns-server 10.4.48.10
ip dhcp pool WLAN-Voice
network 10.5.43.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0.5.43.1
domain-name cisco.local
dns-server 10.4.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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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2.		双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

步骤	1:		在主用路由器上，在连接到接入层交换机的接口上创建无线数据和
语音子接口。如果连接是单链路，那么该接口将是一个物理接口；如果连接是
EtherChannel，那么该接口将是一个逻辑端口通道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5
description Wireless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5
ip address 10.5.42.2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10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version 2
standby 1 ip 10.5.42.1
standby 1 priority 110
standby 1 preempt
standby 1 authentication md5 key-string cisco123
standby 1 track 50 decrement 1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70
description Wireless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70
ip address 10.5.43.2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10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version 2
standby 1 ip 10.5.43.1
standby 1 priority 110
standby 1 preempt
standby 1 authentication md5 key-string cisco123
standby 1 track 50 decrement 10

步骤	2:		在备用路由器上，在连接到接入层交换机的接口上创建无线数据和
语音子接口。如果连接是单链路，那么该接口将是一个物理接口；如果连接是
EtherChannel，那么该接口将是一个逻辑端口通道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5

description Wireless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5
ip address 10.5.42.3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05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version 2
standby 1 ip 10.5.42.1
standby 1 priority 105
standby 1 preempt
standby 1 authentication md5 key-string cisco123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70
description Wireless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70
ip address 10.5.43.3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05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version 2
standby 1 ip 10.5.43.1
standby 1 priority 105
standby 1 preempt
standby 1 authentication md5 key-string cisco123

步骤	3:		如果远程站点按照《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应用优化
部署指南》中介绍的方法部署了应用优化，那么请在主用和备用路由器上都配置
WCCP重定向。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5
description Wireless Data
ip wccp 61 redirect in

程序	14	  
针对接入点配置远程站点交换机

在远程站点交换机可以为配置了Cisco	FlexConnect无线交换的接入点提供相
应的中继(trunk)行为之前，您必须重新设置连接到接入点的交换机接口。为实
现一致性和模块性，采用相同的VLAN分配方案来配置所有拥有单一接入层交换
机或交换机堆叠的广域网远程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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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远程站点交换机上，创建数据和语音无线VLAN。

vlan65
nameWLAN_Data
vlan70
nameWLAN_Voice

步骤	2:		配置当前与路由器连接的接口，允许跨越trunk的无线VLAN。如果站
点有两台路由器，请配置这两台路由器的端口。

interfaceGigabitEthernet1/0/24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65,70

步骤	3:		重置交换机接口，无线接入点将通过它连接至默认配置。

defaul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3 

步骤	4:		配置将连接接入点的接口，以允许面向远程站点VLAN的VLAN中继
(trunk)。

interfaceGigabitEthernet1/0/23
descriptionFlexConnect Access Point Connection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64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64,65,70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maximum 255
spanning-tree portfast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程序	15	  
针对Cisco	FlexConnect配置接入点

步骤	1:		将接入点连接到远程站点交换机，等待接入点上的指示灯变为单色。	

步骤	2:		在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的web接口上，转至Wireless（无线）>	
Access	Points（接入点）。

步骤	3:		选择您希望配置的接入点的AP	Name（接入点名称）。

步骤	4:		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上，在AP	Mode（接入点模式）列表中选择
FlexConnect，然后点击Apply（应用）。等待接入点重启和重新连接至控制
器。这一过程大约需要三分钟。

步骤	5:		在Wireless（无线）	>	Access	Points（接入点）中，选择步骤3中
的同一接入点。

步骤	6:		在FlexConnect选型卡上，选择VLAN	Support（VLAN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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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在Native	VLAN	ID（本征VLAN	ID）框中，输入程序12中配置的中
继本征VLAN编号，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64)

步骤	8:		点击VLAN	Mappings（VLAN映射）。

步骤	9:		对于数据WLAN，在VLAN	ID框中输入程序12中的VLAN编号。（例
如：65)

步骤	10:			对于语音WLAN，在VLAN	ID框中输入程序12中的VLAN编号，然
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70)

程序	16	  
配置接入点，提供永续性

步骤	1:		在主用WLC上，转至Wireless（无线），并选择所需的接入点。如果接
入点未被列出，请查看永续WLC。

步骤	2:		点击High	Availability（高可用性）选项卡。	

步骤	3:		在Primary	Controller（主用控制器）框中，输入主用WLC的名称
和管理IP地址。（例如：	WLC-RemoteSites-1	/	10 .4 .4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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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在Secondary	Controller（备用控制器）选项框中，输入永
续WLC的名称和管理IP地址，然后点击	Apply（应用）。（例如：	WLC-
RemoteSites-2	/	10 .4 .46 .69)

程序	17	  
配置FlexConnect组

步骤	1:		在主用WLC上，转至Wireless（无线）	>	FlexConnect	
Groups（FlexConnect组），然后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在Group	Name（组名称）框中，输入一个让您可以将组与远程站点关
联起来的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Remote-Site	1)

步骤	3:		在Group	Name（组名称）下，点击您刚刚创建的组。

步骤	4:		在Add	AP（添加接入点）下，选择Select	APs	from	current	
controller（从当前控制器选择接入点）。

步骤	5:		在AP	Name（接入点名称）列表，选择一个位于该站点的接入点，然后
点击Add（添加）。

步骤	6:		针对该站点的每个接入点重复之前的步骤。	

步骤	7:		在AAA下，在Primary	Radius	Server（主用Radius服务器）列表
中，选择您的RADIUS服务器，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	8:		针对每个远程站点重复这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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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配置分布层交换机

以下配置示例中所用的VLAN为：	

•	Guest	Wireless（访客无线接入）—VLAN 1128, IP: 
192.168.28.0/22

步骤	1:		在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上，针对第二层配置创建访客无线VLAN。

vlan 1128
name Guest_Wireless

步骤	2:		通过添加无线VLAN，配置连接到互联网防火墙的接口。

interface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a Gig0/1

!
interfaceGigabitEthernet2/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b Gig0/1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4, GigabitEthernet2/0/24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1128

步骤	3:		通过添加无线VLAN，配置连接到WLC的接口。		

interfacePort-channel[WLC #1 number] 
description WLC-1 LAG
!
interfacePort-channel[WLC #2 number]
description WLC-2 LAG
!
interface range Port-channel [WLC #1 number], Port-channel 
[WLC #2 number]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1128

程序	2	  
配置防火墙DMZ接口

通常来说，防火墙隔离区（DMZ）是严格限制流量进出网络其它部分的网络区
域。企业将网络服务放置在DMZ中，以便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除了某些特定情
形，通常不允许这些服务与内部网络建立连接。

访客DMZ经由VLAN中继(trunk)连接到Cisco	ASA设备上的内部千兆以太网
接口。分配给该设备上VLAN接口的IP地址是该DMZ子网的默认网关。内部分布
层交换机的VLAN接口不具备分配给DMZ	VLAN的IP地址。

表	6	-		ASA	DMZ接口信息

接口标签 IP地址与子网掩码 VLAN 安全级别 名称

GigabitEthernet0/0 .1128 192 .168 .28 .1/22 1128 10 dmz-

guests

步骤	1:		使用ASDM登录互联网边缘防火墙。

步骤	2:		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

配置访客无线接入：共享访客控制器

1、配置分布层交换机

2、配置防火墙DMZ接口

3、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4、配置访客网络安全策略

5、创建访客无线局域网接口

6、配置访客无线局域网

7、创建会客室管理员用户帐户

8、创建访客账户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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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Interface（接口）窗格，点击Add（添加）>	Interface（接口）。

步骤	4:		在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列表，选择连接到内部局域网分布层交
换机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0)

步骤	5:		在VLAN	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如：1128)

步骤	6:		在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
号。（例如：	1128)

步骤	7:		输入一个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	dmz-guests)

步骤	8:		在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框中，输入值10。

步骤	9:		输入接口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92 .168 .28 .1)

步骤	10:			输入接口Subnet	Mask（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
如：255 .255 .252 .0)

步骤	11:			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
理）	>	High	Availability（高可用性）	>	Failover（故障切换）。

步骤	12:			在Interfaces（接口）选项卡上，在Standby	IP	address（
备用IP地址）栏中，针对您刚刚创建的接口输入备用设备的IP地址。（例
如：192 .168 .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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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3:			选择Monitored（监控），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	14:			在窗口底部，单击Apply（应用）。这将保存配置。

程序	3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DMZ网络使用的专用网(RFC	1918)地址无法在互联网上路由，因此防火墙必须
将访客客户端的DMZ地址转换为外部公共地址。	

步骤	1:		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Objects（对
象）>	Network	Objects（网络对象）/Groups（组）。	

步骤	2:		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	3:		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
称）框中，为访客网络输入一个描述。（例如：dmz-guests-network-ISPa)

步骤	4:		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Network（网络）。

步骤	5:		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访客DMZ网络地址。（例
如：192 .168 .28 .0)

步骤	6:		输入访客DMZ子网掩码。（例如：	255 .255 .252 .0)

步骤	7:		点击两个向下箭头来扩展NAT窗格。

步骤	8:		选择Add	Automatic	Address	Translation	Rules（添加自动
地址转换规则）。

步骤	9:		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Dynamic	PAT	(Hide)（动态PAT（隐
藏））。

步骤	10:			在Translated	Addr（转换地址）列表中，选择主用互联网连接的接
口名称。（例如：	outside-16)

步骤	11:			点击Advanced（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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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2:			在Destination	Interface（目的地接口）列表中，选择主用互联
网连接的接口名称，然后点击OK。（例如：outside-16)

程序	4	  
配置访客网络安全策略

步骤	1:		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	>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步骤	2:		点击规则，拒绝流量从DMZ流向其他网络。

首先，您需要支持访客与数据中心的DNS和DHCP服务器进行通信。

步骤	3: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4: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选择Any（任意）。

步骤	5: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为访客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例
如：dmz-guests-network/22)

步骤	6: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为DNS服务器选择网络对象。（例
如：internal-dns)

步骤	7:		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udp/domain,	tcp/domain，然后
点击OK。

步骤	8: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9: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选择Any（任意）。

步骤	10: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为访客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
例如：dmz-guests-network/22)

步骤	11: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为DHCP服务器选择网络对象。（
例如：internal-dhcp)



70部署详情2012年8月系列

步骤	12:			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udp/bootps，然后点击OK。

然后，您支持访客与DMZ中的web服务器进行通信。

步骤	13: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14: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选择Any（任意）。

步骤	15: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为访客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
例如：dmz-guests-network/22)

步骤	16: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为web	DMZ自动创建的网络
对象。（例如：	dmz-web-network/24)

步骤	17:			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http,	tcp/https，然后点击
OK。

然后，您取消访客与其它内部及DMZ设备进行通信的能力。

步骤	18: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19: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	20:			在Action（动作）右侧，选择Deny（拒绝）。

步骤	21: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为访客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
例如：dmz-guests-network/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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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2: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为内部和DMZ网络选择网络对
象，然后点击OK。（例如：	internal-network,	dmz-networks)

最后，您使访客可以与互联网进行通信。

步骤	23: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24: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	25: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为访客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
点击OK，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	dmz-guests-network/22)

程序	5	  
创建访客无线局域网接口

访客无线接口连接至Cisco	ASA	5500系列安全设备的DMZ。这样便允许访客
无线流量仅进出互联网。不管访客最初连接的是哪个控制器，所有流量均通过隧
道传输至访客WLC并离开此接口上的控制器。为了轻松识别网络上的访客无线
设备，请为这些不属于您企业常规网络部分的客户端使用一个IP地址范围。使用
本程序来添加一个允许访客无线网络上的设备与互联网通信的接口。

步骤	1:		在Controller（控制器）>Interfaces（接口）中，点击New（新建）
。

步骤	2:		输入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Wireless-Guest)

步骤	3:		输入VLAN	identifier（VLAN标识符），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1128)

步骤	4:		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分配给WLC接口的IP地址。（例
如：	192 .168 .28 .5)

步骤	5:		输入Netmask（子网掩码）。（例如：	255 .255 .2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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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在Gateway（网关）框中，输入在程序2中定义的防火墙DMZ接口的IP
地址。（例如：	192 .168 .28 .1)

步骤	7:		在Primary	DHCP	Server（主用DHCP服务器）框中，输入贵企业
DHCP服务器的IP地址，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10 .4 .48 .10)

程序	6	  
	配置访客无线局域网

步骤	1:		转至WLANs。

步骤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Create	New（新建），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	3:		输入Profile	Name（配置文件名称）。（例如：	Guest)

为了防止DHCP向与WLC的地址冲突的无线客户端分配地址，请在
DHCP域中排除您为WLC接口分配的地址。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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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在SSID框中输入访客WLAN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
如：Guest)

步骤	5:		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上，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在程序
5中创建的接口。（例如：Wireless-Guest)

步骤	6:		单击Security（安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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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在Layer	2（第二层）选项卡上，在Layer	2	Security（第二层安全
性）列表中选择None（无）。

步骤	8:		在Layer	3（第三层）选项卡上，选择Web	Policy（Web策略），然后
点击OK。



75部署详情2012年8月系列

步骤	9:		在QoS选项卡上，在Quality	of	Service	(QoS)（服务质量(QoS)）列
表中，选择Bronze	(Background)（青铜（背景）），然后点击Apply（应用）
。	

步骤	10:			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上，在Status（状态）的右侧选择
Enabled（启用），然后点击Apply（应用）。

程序	7	  
创建会客室管理员用户帐户

通常，会客室管理员是首先与贵公司的访客进行交互的人员。会客室管理员能为
访客创建个人访客用户帐户和密码，根据每位访客停留的时间，帐户和密码的有
效期可为一天到几天不等。	

步骤	1:		在Management（管理）	>	Local	Management	Users（本地
管理用户）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输入用户名。（例如：Guest-Admin)

步骤	3:		输入并确认密码。（例如：C1sco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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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在User	Access	Mode（用户访问模式）列表中，选择
LobbyAdmin，然后点击Apply（应用）。

程序	8	  
创建访客账户

现在，您可以使用会客室管理员帐户为合作伙伴、客户和其他通常不会被授予网
络访问权限的任何人创建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	1:		使用Web浏览器，打开WLC的Web界面（例如，https://wlc-1 .cisco .
local/），然后使用LobbyAdmin帐户登录，用户名为Guest-Admin，密码为
C1sco123。

步骤	2:		在Lobby	Ambassador	Guest	Management（会客室接待人员访
客管理）页面中，点击New（新）。

步骤	3:		创建一个新用户名和密码，或者选择Generate	Password（生成密
码），允许系统自动创建密码。

您现在可以使用一个无线客户端来测试到访客WLAN的连接。在没有启用任何
安全功能的情况下，您应收到一个IP地址，在打开Web浏览器后，被重定向到一
个网页，要求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能接入互联网，其针对访客用户的有效期为
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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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配置DMZ交换机

以下配置示例中所用的VLAN为：	

•	Guest	Wireless（访客无线接入）—VLAN 1128, IP: 
192.168.28.0/22

•	Wireless	management（无线管理）—VLAN 1119, IP 
192.168.19.0/24

步骤	1:		在DMZ交换机上，创建无线VLAN。	

vlan1119
nameWLAN_Mgmt
vlan1128
nameGuest_Wireless

步骤	2:		将连接至互联网防火墙的接口配置为中继端口，并添加无线VLAN。	

interface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IE-ASA5545a Gig0/1
!
interfaceGigabitEthernet2/0/24
descriptionIE-ASA5545b Gig0/1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4, GigabitEthernet2/0/24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1119, 1128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no shutdown

步骤	3:		配置EtherChannel成员接口。

此部署使用第二层EtherChannel，将WLC连接到DMZ交换机。连接WLC	
EtherChannel上行链路，以分隔DMZ堆叠中的设备。	

在DMZ交换机上，在配置逻辑端口通道接口前，先配置作为第二层以太通道成员

配置访客无线接入：专用访客控制器

1、配置DMZ交换机

2、配置防火墙DMZ接口

3、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4、创建网络对象

5、配置WLC安全策略

6		配置访客网络安全策略

7、配置WLC平台

8、配置时区

9、配置SNMP

10、限制哪些网络能够管理WLC

11、配置管理身份验证

12、创建访客无线局域网接口

13、配置访客无线局域网

14、配置移动组

15、创建会客室管理员用户帐户

16、配置面向访客的内部WLC

17、创建访客账户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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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接口。按此顺序进行配置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配置工作，因为大多数输入到
端口通道接口的命令都会被复制到其成员接口，而无需人工复制。	

将两个或多个物理接口配置为EtherChannel成员。最好成对添加。	

interfaceGigabitEthernet1/0/1
description DMZ-WLC-Guest-1 Port 1
!
interfaceGigabitEthernet2/0/1
description DMZ-WLC-Guest-1 Port 2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2/0/1
channel-group12 mode on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logging event bundle-status 

步骤	4:		配置中继。

802 .1Q中继用于连接WLC，WLC使防火墙能够为接入层交换机上定义的所有
VLAN提供第三层服务。该中继上所支持的VLAN被限制为仅那些在WLC上处
于活跃状态的VLAN。	

interfacePort-channel12
descriptionDMZ-WLC-Gues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119,1128
switchport mode trunk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程序	2	  
配置防火墙DMZ接口

通常来说，防火墙隔离区（DMZ）是严格限制流量进出网络其它部分的网络区
域。企业将网络服务放置在DMZ中，以便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除了某些特定情
形，通常不允许这些服务与内部网络建立连接。

各种DMZ网络经由VLAN中继(trunk)连接到Cisco	ASA设备上的千兆以太网
接口。分配给该设备上VLAN接口的IP地址是该DMZ子网的默认网关。DMZ交
换机的VLAN接口不具备分配给DMZ	VLAN的IP地址。

表	7	-		ASA	DMZ接口信息

接口标签 IP地址与子网掩码 VLAN 安全级别 名称

GigabitEthernet0/1 .1119 192 .168 .19 .1/24 1119 50 dmz-wlc

GigabitEthernet0/1 .1128 192 .168 .28 .1/22 1128 10 dmz-

guests

步骤	1:		使用ASDM登录互联网边缘防火墙。

步骤	2:		在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
置）>	Interfaces（接口）中，点击连接到DMZ交换机的接口。（例
如：GigabitEthernet0/1)

步骤	3:		点击Edit（编辑）。

步骤	4:		选择Enable	Interface（启用接口），然后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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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在Interface（接口）窗格，点击Add（添加）>	Interface（接口）。

步骤	6:		在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列表中，选择在步骤1中配置的接口。（
例如：	GigabitEthernet0/1)

步骤	7:		在VLAN	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如：1119)

步骤	8:		在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
号。（例如：	1119)

步骤	9:		输入一个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	dmz-wlc)

步骤	10:			在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框中，输入值50。

步骤	11:			输入接口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92 .168 .19 .1)

步骤	12:			输入接口Subnet	Mask（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
如：255 .255 .255 .0)

步骤	13:			针对dmz-guests接口重复步骤5至步骤12。

程序	3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DMZ网络使用的专用网(RFC	1918)地址无法在互联网上路由，因此防火墙必须
将访客客户端的DMZ地址转换为外部公共地址。	

步骤	1:		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Objects（对
象）>	Network	Objects（网络对象）/Groups（组）。	

步骤	2:		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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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
称）框中，为访客网络输入一个描述。（例如：	dmz-guests-network-ISPa)

步骤	4:		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Network（网络）。

步骤	5:		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访客DMZ网络地址。（例
如：192 .168 .28 .0)

步骤	6:		输入访客DMZ子网掩码。（例如：255 .255 .252 .0)

步骤	7:		点击两个向下箭头来扩展NAT窗格。

步骤	8:		选择Add	Automatic	Address	Translation	Rules（添加自动
地址转换规则）。

步骤	9:		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Dynamic	PAT	(Hide)（动态PAT（隐
藏））。

步骤	10:			在Translated	Addr（转换地址）列表中，选择主用互联网连接的接
口名称。（例如：	outside-16)

步骤	11:			点击Advanced（高级）。

步骤	12:			在Destination	Interface（目的地接口）列表中，选择主用互联
网连接的接口名称，然后点击OK。（例如：outside-16)

程序	4	  
	创建网络对象

步骤	1:		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Objects（对
象）>	Network	Objects（网络对象）/Groups（组）。	

首先，为您企业中每个内部WLC添加一个网络对象。

步骤	2:		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	3:		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
称）框中，为WLC输入一个描述。（例如：wlc-1)

步骤	4:		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Host（主机）。

步骤	5:		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WLC的管理接口IP地址，然后点
击OK。（例如：10 .4 .46 .64)

步骤	6:		针对您企业内部的每个WLC重复步骤2至步骤5。

接下来，为了简化安全策略配置，请创建一个包含您企业中所有WLC的网络对象
组。

步骤	7:		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	Group（网络对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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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在Add	Network	Object	Group（添加网络对象组）对话框中，在
Group	Name（组名称）框中为组输入一个名称。（例如：internal-wlcs)

步骤	9:		从Existing	Network	Objects/Groups（现有网络对象/组）窗格选
择所有内部WLC，点击Add（添加），然后点击OK。

接下来，创建一个包含DMZ中所有WLC专用DMZ地址的网络对象组。

步骤	10:			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	Group（网络对象组）。

步骤	11:			在Add	Network	Object	Group（添加网络对象组）对话框中，在
Group	Name（组名称）框中为组输入一个名称。（例如：dmz-wlcs)

步骤	12:			从Existing	Network	Objects/Groups（现有网络对象/组）窗格
选择主用WLC，然后点击Add	（添加）。

步骤	13:			从Existing	Network	Objects/Groups（现有网络对象/组）窗格
选择永续WLC，点击Add（添加），然后点击OK。

程序	5	  
	配置WLC安全策略

步骤	1:		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	>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步骤	2:		点击规则，拒绝流量从DMZ流向其他网络。

接下来，您将在选择用于使DMZ中的WLC与数据中心内的AAA服务器进行通
信以实现管理和用户身份验证的规则之上，插入一个新规则。

步骤	3: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4:		在Internet	Access	Rule（互联网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
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	5:		在Action（动作）右侧，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	6: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在程序4“创建网络对象”步骤11中创
建的网络对象组。（例如：	dmz-wlcs)

步骤	7: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为AAA服务器选择网络对象。（例
如：	internal-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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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tacacs,	udp/1812,	
udp/1813，然后点击OK。

接下来，您必须在DMZ中启用WLC，以便与数据中心中的NTP服务器进行时间
同步。

步骤	9: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10:			在Internet	Access	Rule（互联网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
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	11:			在Action（动作）右侧，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	12: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在程序4“创建网络对象”步骤11中
创建的网络对象组。（例如：	dmz-wlcs)

步骤	13: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为NTP服务器选择网络对象。（例
如：	internal-ntp)

步骤	14:			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udp/ntp，然后点击OK。

接下来，启用DMZ中的WLC，以便能够通过FTP下载新软件。

步骤	15: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16:			在Internet	Access	Rule（互联网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
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	17:			在Action（动作）右侧，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	18: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在程序4“创建网络对象”步骤11中
创建的网络对象组。（例如：	dmz-wl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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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9:			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ftp,	tcp/ftp-data，然后点
击OK。

现在您使访客WLC可以与企业内部的WLC进行通信。

步骤	20: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21: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	22: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在程序4“创建网络对象”步骤11中
创建的网络对象组。（例如：	dmz-wlcs)

步骤	23: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在程序4“创建网络对象”步
骤8中创建的网络对象组。（例如：	internal-wlcs)

步骤	24:			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udp/16666,	97，然后点击OK。

最后，您使访客WLC可以与您企业内部的DHCP服务器进行通信。

步骤	25: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26: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	27: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在程序4“创建网络对象”步骤11中
创建的网络对象组。（例如：	dmz-wlcs)

步骤	28: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为内部DHCP服务器选择网络对
象组。（例如：	DHCP_Server_in_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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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9:			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udp/bootps，点击OK，然后点击
Apply（应用）。

程序	6	  
	配置访客网络安全策略

步骤	1:		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	>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步骤	2:		点击规则，拒绝流量从DMZ流向其他网络。

首先，您需要使访客可以与数据中心的DNS和DHCP服务器进行通信。

步骤	3: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4: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	5: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为访客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例
如：dmz-guests-network/22)

步骤	6: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为DNS服务器选择网络对象。（例
如：	internal-dns)

步骤	7:		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udp/domain,	tcp/domain，然后
点击OK。

步骤	8: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9: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选择Any（任意）。

步骤	10: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为访客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
例如：dmz-guests-network/22)

步骤	11: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为DHCP服务器选择网络对象。（
例如：internal-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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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2:			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udp/bootps，然后点击OK。

接下来，您需要使访客与可以DMZ中的web服务器进行通信。

步骤	13: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14: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选择Any（任意）。

步骤	15: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为访客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
例如：dmz-guests-network/22)

步骤	16: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为web	DMZ自动创建的网络
对象。（例如：	dmz-web-network/24)

步骤	17:			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http,	tcp/https，然后点击
OK。

然后，您取消访客与其它内部及DMZ设备进行通信的能力。

步骤	18: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19: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	20:			在Action（动作）右侧，选择Deny（拒绝）。

步骤	21: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为访客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
例如：dmz-guests-network/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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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2:			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为内部和DMZ网络选择网络对
象，然后点击OK。（例如：	internal-network,	dmz-networks)

最后，您使访客可以与互联网进行通信。

步骤	23:			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	24: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	25:			在Source（来源）列表中，选择为访客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点
击OK，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	dmz-guests-network/22)

程序	7	  
		配置WLC平台

在安装了WLC设备并启动之后，您将在控制台上看到以下信息：

Welcome to the Cisco Wizard Configuration Tool 
Use the ‘-‘ character to backup 
Would you like to terminate autoinstall? [yes]: YES

步骤	1:		输入系统名称。（例如：GUEST-1)	

System Name [Cisco_7e:8e:43] (31 characters max): GUEST-1

步骤	2:		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Enter Administrative User Name (24 characters max): admin
Enter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24 characters max): ***** 
Re-enter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 ***** 

步骤	3:		为服务端口接口地址使用DHCP。	

Service Interface IP address Configuration [none] [DHCP]: DHCP

步骤	4:		启用管理接口。	

Enable Link Aggregation (LAG) [yes][NO]:YES
Management Interface IP Address: 192.168.19.54
Management Interface Netmask: 255.255.255.0
Management interface Default Router: 192.168.19.1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 Identifier (0 = untagged): 1119

步骤	5:		为客户端输入默认DHCP服务器。（例如：10 .4 .48 .10)	

Management Interface DHCP Server IP Address: 10.4.48.10 

在密码中应至少使用以下四种形式中的三种：小写字母、大写字母、
数字或特殊字符。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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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该虚拟接口被WLC用于移动DHCP中继和控制器间通信。输入一个在
您企业的网络中未使用的IP地址。（例如：192 .0 .2 .1)	

Virtual Gateway IP Address: 192.0.2.1

步骤	7:		输入一个将用作默认移动和RF组的名称。（例如：GUEST)

Mobility/RF Group Name: GUEST

步骤	8:		为支持数据流量的WLAN输入一个SSID。您将能够在以后的部署流程
中用到它。	

Network Name (SSID): Guest
Configure DHCP Bridging Mode [yes][NO]: NO

步骤	9:		为了增加安全性，请启用DHCP侦听(snooping)。

Allow Static IP Addresses {YES][no]: NO 

步骤	10:			您将稍后利用GUI来配置RADIUS服务器。	

Configure a RADIUS Server now? [YES][no]: NO

步骤	11:			根据您部署WLC所在的国家，输入正确的国家代码。	

Enter Country Code list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countries) 
[US]:US

步骤	12:			启用所有无线网络。

Enable 802.11b network [YES][no]:YES
Enable 802.11a network [YES][no]:YES
Enable 802.11g network [YES][no]:YES

步骤	13:			启用RRM	自动RF特性。这可以帮助您保持网络的正常运行。

Enable Auto-RF [YES][no]:YES

步骤	14:			将WLC时钟与贵企业的NTP服务器进行同步。	

Configure a NTP server now? [YES][no]:YES
Enter the NTP server’s IP address: 10.4.48.17
Enter a polling interval between 3600 and 604800 secs: 86400

步骤	15:			保存配置。如果您输入NO，系统将在不保存配置的情况下重启，而您
必须重新完成此程序。	

Configuration correct? If yes, system will save it and reset. 

[yes][NO]:YES
Configuration saved!
Resetting system with new configuration

步骤	16:			重置了WLC之后，请使用在步骤2中定义的证书登录至思科无线局域
网控制器管理页面。（例如：https://guest-1 .cisco .local/)

程序	8	  
		配置时区

步骤	1:		转至Commands（命令）	>	Set	Time（设置时间）。

步骤	2:		在Location（位置）列表中，选择WLC的位置所对应的时区。

步骤	3:		点击Set	Timezone（设置时区）。

程序	9	  
		配置SNMP

步骤	1:		在Management（管理）	>	SNMP	>	Communities（社区）中，
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输入Community	Name（社区名称）。（例如：	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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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输入IP	Address（IP地址）。（例如：	10 .4 .48 .0)

步骤	4:		输入IP	Mask（IP掩码）。（例如：	255 .255 .255 .0)

步骤	5:		在Status（状态）列表中选择Enable（启用），然后点击Apply（应
用）。

步骤	6:		在Management（管理）	>	SNMP	>	Communities（社区）中，
点击New（新建）。

步骤	7:		输入Community	Name（社区名称）。（例如：	cisco123)

步骤	8:		输入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0 .4 .48 .0)

步骤	9:		输入IP	Mask（IP掩码）。（例如：255 .255 .255 .0)

步骤	10:			在Access	Mode（访问模式）列表中，选择Read/Write（读/写）
。

步骤	11:			在Status（状态）列表中选择Enable（启用），然后点击Apply（应
用）。

步骤	12:			导航至Management（管理）	>	SNMP	>	Communities（社
区）。

指向public（公共）社区的蓝色框，然后点击Remove（删除）。	

步骤	13:			在“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elete?”（您确定要删除吗？）消
息框中，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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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4:			针对private（私有）社区，重复步骤12和步骤13。

程序	10	  
限制哪些网络能够管理WLC

（可选）

对于采用集中式网络运营支持的网络，您可以使用访问列表来限制可以访问您的
控制器的网络，从而提高网络安全性。在本例中，仅10 .4 .48 .0/24网络上的设备
可以通过SSH或SNMP访问设备。

步骤	1:		在Security（安全）	>	Access	Control	Lists（访问控制列表）	
>	Access	Control	Lists（访问控制列表）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输入访问列表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	3:		在列表中，选择您刚刚创建的访问列表的名称，然后点击Add	New	
Rule（添加新规则）。

步骤	4:		在窗口中，输入以下配置详细信息，然后点击Apply（应用）。

•	Sequence（序列）	—	1

•	Source（来源）	—	10.4.48.0 / 255.255.255.0

•	Destination（目的地）	—	Any

•	Protocol（协议）	—	TCP

•	Destination	Port（目的地端口）	—	HTTPS

•	Action（动作）	—	Permit

步骤	5:		请使用下表列出的详细设置，重复步骤1至步骤4。

序列 来源 目的地 协议 目的地端口 动作

2 10 .4 .48 .0/	
255 .255 .255 .0

任意 TCP 其他/22 允许

3 任意 任意 TCP HTTPS 拒绝

4 任意 任意 TCP 其他/22 拒绝

5 任意 任意 任意 任意 允许

步骤	6:		在Security（安全）	>	Access	Control	Lists（访问控制列表）	
>	CPU	Access	Control	Lists（CPU访问控制列表）中，选择Enable	
CPU	ACL（启用CPU	ACL）。

步骤	7:		在ACL	Name（ACL名称）列表中，选择您刚刚创建的ACL，然后点
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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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程序	11	  
配置管理身份验证

（可选）

您可以利用此步骤配置认证、授权和记帐(AAA)服务，部署集中式管理身份验
证。如果您希望采用本地管理身份验证，请跳至程序12。	

随着网络中需要维护的设备不断增加，在每台设备上维护本地管理帐户的运营
任务也将不断加重。集中的认证、授权和记账	(AAA)服务可以减少每台设备的
操作任务，为用户访问提供一个审核日志，以便进行安全合规检查和根本原因分
析。在对访问控制采用AAA时，对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的所有管理访问（SSH和
HTTPS）都由AAA控制。	

步骤	1: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TACACS+	>	Authentication（
身份验证）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	10 .4 .48 .15)

步骤	3:		输入并确认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	SecretKey)

步骤	4: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TACACS+	>	Accounting（记
账）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5: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	10 .4 .48 .15)

步骤	6:		输入并确认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	SecretKey)

步骤	7:		在Security（安全）	>	AAA	>	TACACS+	>	Authorization（授
权）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8:		输入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例如：	10 .4 .4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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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输入并确认Shared	Secret（共享密钥），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	SecretKey)

步骤	10:			转至Security（安全）	>	Priority	Order（优先顺序）	>	
Management	User（管理用户）。

步骤	11:			使用箭头按钮，将TACACS+从Not	Used（不使用）列表移至
Used	for	Authentication（用于身份验证）列表。	

步骤	12:			使用Up（上）和Down（下）按钮，将TACACS+移至Order	Used	
for	Authentication（身份验证所使用的顺序）列表中的第一位。	

步骤	13:			使用箭头按钮，将RADIUS	移至Not	Used（不使用）列表，然后点
击Apply（应用）。	

程序	12	  
创建访客无线局域网接口

访客无线接口连接至Cisco	ASA	5540安全设备的DMZ。这样便允许访客无线
流量仅进出互联网。不管访客最初连接的是哪个控制器，所有流量均通过隧道传
输至访客WLC并离开此接口上的控制器。为了轻松识别网络上的访客无线设备，
请为这些不属于您企业常规网络部分的客户端使用一个IP地址范围。本程序将添
加一个允许访客无线网络上的设备与互联网通信的接口。

步骤	1:		在Controller（控制器）>Interfaces（接口）中，点击New（新建）
。

步骤	2:		输入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无线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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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输入VLAN	identifier（VLAN标识符），然后点击Apply（应用）。
（例如：1128)

步骤	4:		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分配给WLC接口的IP地址。（例
如：	192 .168 .28 .5)

步骤	5:		输入Netmask（子网掩码）。（例如：255 .255 .252 .0)

步骤	6:		在Gateway（网关）框中，输入在程序2中定义的防火墙DMZ接口的IP
地址。（例如：	192 .168 .28 .1)

步骤	7:		在Primary	DHCP	Server（主用DHCP服务器）中，输入贵企业
DHCP服务器的IP地址，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10 .4 .48 .10)

程序	13	  
配置访客无线局域网

步骤	1:		转至WLANs。

步骤	2:		将光标置于您的访客WLAN旁边的蓝色下拉列表上。

步骤	3:		点击Mobility	Anchors（移动锚点）。

为了防止DHCP向与WLC的地址冲突的无线客户端分配地址，请在
DHCP域中排除您为WLC接口分配的地址。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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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在Switch	IP	Address	(Anchor)（交换机IP地址（锚点））列表中选
择(local)。

步骤	5:		点击Mobility	Anchor	Create（移动锚点创建），然后点击OK。

步骤	6:		点击	<	Back（<	返回）。

步骤	7:		点击程序7中创建的SSID的WLAN	ID。（例如：Guest)

步骤	8:		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上，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在程序
12中创建的接口。（例如：Wireless-Guest)

步骤	9:		单击Security（安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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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在Layer	2（第二层）选项卡上，在Layer	2	Security（第二层安全
性）列表中选择None（无）。

步骤	11:			在Layer	3（第三层）选项卡上，选择Web	Policy（Web策略），然
后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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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2:			在QoS选项卡上，在Quality	of	Service	(QoS)（服务质量(QoS)
）列表中，选择Bronze	(Background)（青铜（背景）），然后点击Apply（应
用）。	 程序	14	  

配置移动组

步骤	1:		在访客控制器上，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显示本地控制
器的MAC地址、IP地址和移动组名称。	

步骤	2:		在您企业中的所有其它控制器上，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然
后点击New（新建）。

步骤	3:		在Member	IP	Address（成员IP地址）框中，输入访客控制器的IP
地址。（例如：	192 .168 .19 .54)

步骤	4:		在Member	MAC	Address（成员MAC地址）框中，输入访客控制
器的MAC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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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在Group	Name（组名称）框中，输入在访客控制器上配置的移动组
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	GUEST)

步骤	6:		在访客控制器上，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然后点击
New（新建）。

步骤	7:		在Member	IP	Address（成员IP地址）框中，输入园区或远程站点
控制器的IP地址。（例如：	10 .4 .46 .65)

步骤	8:		在Member	MAC	Address（成员MAC地址）框中，输入园区或远
程站点控制器的MAC地址。

步骤	9:		在Group	Name（组名称）框中，输入在园区或远程站点控制器上配
置的移动组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如：CAMPUS)

步骤	10:			在每个控制器上，点击Save	Configuration（保存配置），然后点
击OK。

步骤	11:			在您企业中的每个控制器上重复步骤6至步骤10。

步骤	12:			转至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
管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页面，然后通过检查移动组信息，确保
所有控制器间的连接都已启动。在Status（状态）一栏中，所有控制器都应列为
Up（启动）。	

程序	15	  
创建会客室管理员用户帐户

通常，会客室管理员是首先与贵公司的访客进行交互的人员。会客室管理员能为
访客创建个人访客用户帐户和密码，根据每位访客停留的时间，帐户和密码的有
效期可为一天到几天不等。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设置会客室管理员用户帐号。

如果您还没有向控制器部署用于管理访问控制的ACS和TACACS+，请执行选项
1中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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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经向控制器部署了用于管理访问控制的ACS和TACACS+，请执行选项
2中的步骤。

选项	1.		本地会客室管理员用户账户

步骤	1:		在Management（管理）	>	Local	Management	Users（本地
管理用户）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	2:		输入用户名。（例如：Guest-Admin)

步骤	3:		输入并确认密码。（例如：C1sco123)

步骤	4:		在User	Access	Mode（用户访问模式）列表中，选择
LobbyAdmin，然后点击Apply（应用）。

选项	2.		集中式会客室管理员用户帐号

在思科安全ACS内部身份识别库中，为网络设备管理员和帮助台用户创建组。网
络设备管理员组中的用户在登录后就具有网络设备的启用级别EXEC权限，而帮
助台用户则必须在设备上输入启用密码，才能获得启用级别访问权限。	

步骤	1:		通过GUI登录Cisco	Secure	ACS	via	the		(https://acs .cisco .
local)。	

步骤	2:		导航至Users	and	Identity	Stores（用户和身份库）	>	Identity	
Groups（身份组）。	

步骤	3:		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	4:		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Lobby	Admins，然后为组输入一个描
述。

步骤	5:		点击Submit（提交）。

接下来，您必须创建会客室管理员账户。

步骤	6:			转至Users	and	Identity	Stores（用户与身份库）	>	Internal	
Identity	Stores（内部身份库）	>	Users（用户）。	

步骤	7:			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	8:			输入名称。（例如：	Guest-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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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9:			输入并确认密码。（例如：C1sco123)

步骤	10:			在Identity	Group（身份组）右侧，点击Select（选择）。	

步骤	11:			选择Lobby	Admins身份组。	

步骤	12:			点击OK，然后点击Submit（提交）。

接下来，您必须为WLC创建一个shell配置文件，它包含一个自定义属性，当用户

登录WLC时为其分配用户会客室管理员权限。

步骤	13:			在Policy	Elements（策略元素）	>	Authorization	and	
Permissions（授权与许可）	>	Device	Administration（设备管理）	>	
Shell	Profiles（Shell配置文件）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	14:			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下，在Name（名称）框中，为无线shell配
置文件输入一个名称。（例如：	Lobby	Admins)

步骤	15:			在Custom	Attributes（自定义属性）选项卡上，在Attribute（属
性）框中输入role1（角色1）。

步骤	16:			在Requirement（要求）列表中，选择Mandatory（强制）。

步骤	17:			在Value（值）框中，输入LOBBY，然后点击Add（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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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8:			点击Submit（提交）。

接下来，创建一个WLC授权规则。

步骤	19:			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	Default	Device	Admin（
缺省设备管理）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	20:			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WLC授权规则的名称。（例如：Lobby	
Admin)

步骤	21:			在Conditions（条件）下，选择Identity	Group（身份组）条件，并
在框中选择Lobby	Admins（会客室管理员）。

步骤	22:			选择NDG:Device	Type（NDG：设备类型），在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	WLC（所有设备类型：WLC）。

步骤	23:			在Shell	Profile（Shell配置文件）框中选择Lobby	Admins，然
后点击OK。

步骤	24:			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程序	16	  
配置面向访客的内部WLC

当客户端连接至访客SSID时，该客户端必须导向到DMZ中的控制器。访客客户
端的流量通过IP-IP隧道从接入点所连接的控制器传输至访客控制器，在这里
接入点被赋予一个面向DMZ的IP。然后客户端流量被重定向至访客控制器上的
web身份验证页面。除非向该身份验证页面提交了证书，否则客户端将不能通过
任何IP协议进行连接。	

步骤	1:		转至W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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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Create	New（新建），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	3:		输入Profile	Name（配置文件名称）。（例如：	Guest)

步骤	4:		在SSID框中输入访客WLAN名称，然后点击Apply（应用）。（例
如：Guest)

步骤	5:		单击Security（安全）选项卡。	

步骤	6:		在Layer	2（第二层）选项卡上，在Layer	2	Security（第二层安全
性）列表中选择None（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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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在QoS选项卡上，在Quality	of	Service	(QoS)（服务质量(QoS)）列
表中，选择Bronze	(Background)（青铜（背景）），然后点击Apply（应用）
。	

步骤	8:		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上，在Status（状态）的右侧选择Enabled（
启用），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	9:		点击	<	Back（<	返回）。

步骤	10:			将光标置于您的访客WLAN旁边的蓝色下拉列表上。

步骤	11:			点击Mobility	Anchors（移动锚点）。

步骤	12:			在Switch	IP	Address	(Anchor)（交换机IP地址（锚点）列表中，
选择访客控制器的IP地址。（例如：192 .168 .19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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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3:			点击Mobility	Anchor	Create（移动锚点创建），然后点击OK。

步骤	14:			针对企业中的每个内部控制器重复步骤1至步骤13。

程序	17	  
创建访客账户

现在，您可以使用会客室管理员帐户为合作伙伴、客户和其他通常不会被授予网
络访问权限的任何人创建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	1:		使用Web浏览器，打开WLC的Web界面（例如，https://guest-1 .
cisco .local/），然后使用LobbyAdmin帐户登录，用户名为Guest-Admin，密
码为c1sco123。

步骤	2:		在Lobby	Ambassador	Guest	Management（会客室接待人员访
客管理）页面中，点击New（新）。

步骤	3:		创建一个新用户名和密码，或者选择Generate	Password（生成密
码），允许系统自动创建密码。

步骤	4:		点击Apply（应用）创建新的用户名

您现在可以使用一个无线客户端来测试到访客WLAN的连接。在没有启用任何
安全功能的情况下，您应收到一个IP地址，在打开Web浏览器后，被重定向到一
个网页，要求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能接入互联网，其针对访客用户的有效期为
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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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产品列表

Wireless	LAN控制器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远端站点控制器 Cisco	7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3000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7510-3K-K9 7 .2 .110 .0

Cisco	7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2000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7510-2K-K9

Cisco	7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1000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7510-1K-K9

Cisco	7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500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7510-
500-K9

Cisco	7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300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7510-
300-K9

现场、远端站点或访客控制器 Cisco	5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500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5508-
500-K9

7 .2 .110 .0

Cisco	5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250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5508-
250-K9

Cisco	5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100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5508-
100-K9

Cisco	5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50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5508-50-K9

Cisco	5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25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5508-25-K9

Cisco	5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12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5508-12-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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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现场控制器 Cisco	2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20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2504-50-K9 7 .2 .110 .0

Cisco	2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25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2504-25-K9

Cisco	2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15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2504-15-K9

Cisco	2500	Series	Wireless	Controller	for	up	to	5	Cisco	access	
points

AIR-CT2504-5-K9

Wireless	LAN接入点（AP）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CleanAir	AP配有4x4	
MIMO

Cisco	3600	Series	Access	Point	Dual	Band	802 .11a/g/n	and	
CleanAir	with	Internal	Antennas

AIR-CAP3602I-
x-K9

7 .2 .110 .0
Cisco	3600	Series	Access	Point	Dual	Band	802 .11a/g/n	and	
CleanAir	with	External	Antennas

AIR-CAP3602E-
x-K9

CleanAir	AP配有3x4	
MIMO

Cisco	2600	Series	Access	Point	Dual	Band	802 .11a/g/n	and	
CleanAir	with	Internal	Antennas

AIR-CAP2602I-
x-K9

7 .2 .110 .0
Cisco	2600	Series	Access	Point	Dual	Band	802 .11a/g/n	and	
CleanAir	with	External	Antennas

AIR-CAP2602E-
x-K9

业务就绪AP（Business	
Ready	AP）

Cisco	1040	Series	Access	Point	Dual	Band	802 .11a/g/n	with	Internal	
Antennas

AIR-LAP1042N-
x-K9 7 .2 .110 .0

访问控制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身份认证服务 ACS	5 .3	VMware	Software	and	Base	License CSACS-5 .3-VM-K9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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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核心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核心交换机 Cisco	Nexus	5596	up	to	96-port	10GbE,	FCoE,	and	Fibre	Channel	
SFP+

N5K-C5596UP-FA NX-OS	5 .1(3)
N1(1a)

Cisco	Nexus	5596	Layer	3	Switching	Module N55-M160L30V2

Cisco	Nexus	5548	up	to	48-port	10GbE,	FCoE,	and	Fibre	Channel	
SFP+

N5K-C5548UP-FA

Cisco	Nexus	5548	Layer	3	Switching	Module N55-D160L3

以太网扩展 Cisco	Nexus	2000	Series	48	Ethernet	100/1000BASE-T	Fabric	
Extender

N2K-C2248TP-1GE —

Cisco	Nexus	2000	Series	48	Ethernet	100/1000BASE-T	(enhanced)	
Fabric	Extender

N2K-C2248TP-E

Cisco	Nexus	2000	Series	32	1/10	GbE	SFP+,	FCoE	capable	Fabric	
Extender

	N2K-C2232PP-
10GE

LAN接入层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模块化接入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4507R+E	7-slot	Chassis	with	48Gbps	per	slot WS-C4507R+E 3 .3 .0 .SG(15 .1-1SG)

IP	Base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Supervisor	Engine	7L-E WS-X45-SUP7L-E

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48	Ethernet	10/100/1000	(RJ45)	
PoE+	ports

WS-X4648-
RJ45V+E

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48	Ethernet	10/100/1000	(RJ45)	
PoE+,UPoE	ports

WS-X4748-
UPOE+E

可堆叠接入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Stackable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WS-C3750X-
48PF-S

15 .0(1)SE2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Stackable	24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WS-C3750X-24P-S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Two	10GbE	SFP+	and	Two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0G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Four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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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独立端口接入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3560-X	Series	Standalone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WS-C3560X-
48PF-S

15 .0(1)SE2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560-X	Series	Standalone	24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WS-C3560X-24P-S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Two	10GbE	SFP+	and	Two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0G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Four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G

可堆叠接入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and	Two	10GbE	SFP+	Uplink	ports

WS-C2960S-
48FPD-L

15 .0(1)SE2

LAN	Base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and	Four	GbE	SFP	Uplink	ports

WS-C2960S-
48FPS-L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24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and	Two	10GbE	SFP+	Uplink	ports

WS-C2960S-
24PD-L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24	Ethernet	10/100/1000	PoE+	ports	
and	Four	GbE	SFP	Uplink	ports

WS-C2960S-
24PS-L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Flexstack	Stack	Module C2960S-STACK

LAN分布层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模块化分布层虚拟交换机集群 Cisco	Catalyst	6500	E-Series	6-Slot	Chassis WS-C6506-E 15 .0(1)SY1

IP	servicesCisco	Catalyst	6500	VSS	Supervisor	2T	with	2	ports	10GbE	and	
PFC4

VS-S2T-10G

Cisco	Catalyst	6500	16-port	10GbE	Fiber	Module	w/DFC4 WS-X6816-10G-2T

Cisco	Catalyst	6500	24-port	GbE	SFP	Fiber	Module	w/DFC4 WS-X6824-SFP

Cisco	Catalyst	6500	4-port	40GbE/16-port	10GbE	Fiber	Module	w/
DFC4

WS-X6904-40G-2T

Cisco	Catalyst	6500	4-port	10GbE	SFP+	adapter	for	WX-X6904-
40G	module

CVR-CFP-4SFP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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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模块化分布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4507R+E	7-slot	Chassis	with	48Gbps	per	slot WS-C4507R+E 3 .3 .0 .SG(15 .1-1SG)

Enterprise	
Services

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Supervisor	Engine	7-E,	848Gbps WS-X45-SUP7-E

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24-port	GbE	SFP	Fiber	Module WS-X4624-SFP-E

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12-port	10GbE	SFP+	Fiber	Module WS-X4712-SFP+E

可堆叠分布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Stackable	12	GbE	SFP	ports WS-C3750X-12S-E 15 .0(1)SE2

IP	Services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Two	10GbE	SFP+	and	Two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0G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Four	GbE	SFP	ports	network	module C3KX-NM-1G

WAN远端站点

功能区域 产品描述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模块化WAN远端站点路由器 Cisco	3945	Voice	Sec .	Bundle,	PVDM3-64,	UC	and	SEC	License	
PAK

C3945-VSEC/K9 15 .1(4)M4

securityk9,	
datak9Cisco	3925	Voice	Sec .	Bundle,	PVDM3-64,	UC	and	SEC	License	

PAK
C3925-VSEC/K9

Data	Paper	PAK	for	Cisco	3900	series SL-39-DATA-K9

模块化WAN远端站点路由器 Cisco	2951	Voice	Sec .	Bundle,	PVDM3-32,	UC	and	SEC	License	PAK C2951-VSEC/K9 15 .1(4)M4

securityk9,	
datak9

Cisco	2921	Voice	Sec .	Bundle,	PVDM3-32,	UC	and	SEC	License	PAK C2921-VSEC/K9

Cisco	2911	Voice	Sec .	Bundle,	PVDM3-32,	UC	and	SEC	License	PAK C2911-VSEC/K9

Data	Paper	PAK	for	Cisco	2900	series SL-29-DATA-K9

模块化WAN远端站点路由器 1941	WAAS	Express	only	Bundle C1941-
WAASX-SEC/
K9

15 .1(4)M4

securityk9,	
datak9

Data	Paper	PAK	for	Cisco	1900	series SL-19-DATA-K9

固定端口WAN远端站点路
由器

Cisco	881	SRST	Ethernet	Security	Router	with	FXS	FXO	802 .11n	
FCC	Compliant

C881SRST-K9 15 .1(4)M4

securityk9,	
data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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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变更

本附录总结了相比先前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系列，本指南所做的变更。

•	为了与局域网指南保持一致，我们添加了VLAN名称。

•	由于更新后的局域网指南已经包括了面向所有VLAN的生成树root	
primary宏，因此我们去除了这部分内容。

•	我们去除了对远程站点流程中早先步骤的参考说明，因为新的选项中可能已
经预置了SSID（对于共享式WLC）。

•	H-REAP改名为Cisco	Flex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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