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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e terminal

ntp server 10.10.48.17

class-map [highest class name]

Router#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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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 Vlan64
  ip address 10.5.204.5 255.255.255.0

前言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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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 需要实施解决方案时的标准规范的系统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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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作为工程师之间技术交流、项目实施经验分享的统

一指导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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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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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系列”。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IBA指南系列： 

客户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合作伙伴访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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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某个变量指定一个值的命令如下所示：

包含您必须定义的变量的命令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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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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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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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和评论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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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q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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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q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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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In This SBA Guide

About SBA
Cisco SBA helps you design and quickly deploy a full-service business 
network. A Cisco SBA deployment is prescriptive, out-of-the-box, scalable, 
and flexible. 

Cisco SBA incorporates LAN, WAN, wireless, security, data center,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and unifi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tested together as a 
complete system. This component-level approach simplifies system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technologies, allowing you to select solutions that solve your  
organization’s problems—without worrying about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How to Get Started with Cisco SBA 
document: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
Networks/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About This Guide
This foundation deployment guide is organized in sections, which ea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parts:

•	 Business	Overview—The challenge your organization faces. Business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part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solution to their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	 Technology	Overview—How Cisco solves the challenge. Technical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part to understand how the solution works.

•	 Deployment	Details—Step-by-step instruc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olution. Systems engineers can use this part to get the solution up and 
running quickly and reliably.

To learn what changed in this guide between the previous series and the 
current series, see Appendix C: Changes.

This guide presumes that you have read the prerequisite foundation design 
overview, as shown on the Route to Success below.

1

Route to Success
To ensure your success when implementing the designs in this guide, 
you should read any guides that this guide depends upon—shown to 
the left of this guide on the route above. Any guides that depend upon 
this guide are shown to the right of this guide.

For customer access to all SBA guides: http://www.cisco.com/go/sba 
For partner access: http://www.cisco.com/go/sba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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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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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能够实现无缝协作。IBA采用的组

件式方法简化了在采用多种技术时通常需要进行的系统集成工作，使您可以随意选择能

够满足企业需求的解决方案，而不必担心技术复杂性方面的问题。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IBA使用入门》文档：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关于本指南

此附加部署指南包含以下章节：

● 业务概述—您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业务决策者可通过本章内容来了解介绍的解决

方案与其企业运营的相关性。

● 技术概述—思科如何应对上述挑战。技术决策者可以利用此章节的内容了解解决方

案的工作原理。

● 部署详情—解决方案的具体实施步骤介绍。系统工程师可以在这些步骤的指导下快

速可靠地配置和启用解决方案。

本指南假定您已经阅读了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如成功部署路线图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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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面路线图中本指南左

侧的所有指南。所有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都在右侧。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qpt

本IBA指南的内容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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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 您在这里 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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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是一个稳固的网络基础架构，为拥

有2,000至10,000名互联用户的网络带来了出色的灵活性，无需重新设计网络，即可支

持新用户或新的网络服务。我们撰写了一份详细全面并可直接使用的部署指南，它以最

佳实践设计原则为基础，并提供了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基础架构在一份设计指南中进行了介绍，另几份部署和配置指南对基础的以下三部分进

行了介绍：局域网、广域网和互联网边缘。 

为帮助重点了解该架构的具体组成部分，我们提供了三个广域网部署指南：

● 本《二层广域网部署指南》为VPLS或城域以太网传输以及备用宽带或互联网传输提

供了配置和部署指导。 
●《广域网部署指南》十分灵活，提供了用于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传输，以及备

用宽带或互联网传输的配置和部署指南。 
●《VPN远程站点部署指南》为主用/备用宽带或互联网传输提供了配置和部署指南。

简介

简介2012年上半年

相关内容

《设计指南》将向您介绍整体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并对选择具体产品时需要

考虑的要求做了阐述。 

《局域网部署指南》介绍了有线和无线网络接入，旨在为较大规模的园区级局域网和较

小的远程站点局域网提供无所不在的联网功能。此外，为提供强大的通信环境，该指南

还包括了永续性、安全性和可扩展性方面的内容。服务质量（QoS）也集成在本指南

中，以确保基础架构能够支持大量应用，包括在单一网络上与数据应用共存的、对丢弃

敏感的低延迟多媒体应用。该指南还提供了一个访客和合作伙伴接入解决方案，该解决

方案和员工网络使用相同的无线基础设施，但不能访问内部保密信息。 

《互联网边缘部署指南》重点介绍防火墙和入侵防御系统等安全服务，以保护您企业的

互联网网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连接和路由方案，与服务器负载均衡相结合，为设计提

供了永续性。本指南的“电子邮件安全”章节介绍了保护电子邮件免遭垃圾邮件和恶意

软件的影响的相关内容。“Web安全”章节提供可接受的使用控制和监控功能，并向您

介绍了如何管理因客户端浏览互联网而带来的日益增长的风险。远程接入VPN设计能够

为远程工作人员和移动用户提供安全的远程网络接入。所有这些部分都采用单独章节进

行了介绍，但又能相互配合，提供一个安全的互联网边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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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面向大型企业的无边界网络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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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标

本架构以收集自客户、合作伙伴及思科现场人员的需求为基础，旨在服务于联网用户

数在2000到10000之间的企业。在设计架构时，我们考虑了收集到的需求和以下设计

目标。

易于部署、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拥有2000到10000名用户的企业通常在多个不同地点设有业务运营机构，这使得灵活

性和可扩展性成为其网络的关键要求。在此设计中，我们采用了几种方法来创建和维护

一个可扩展的网络。

● 通过为网络常用部分保持少量标准设计，支持人员能够更高效地实施、支持这些网络

并为其设计服务。 
● 我们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方法来增强可扩展性。从一系列标准的全局构建模块开始，我

们能够组建一个满足需求的可扩展网络。 
● 对于多个服务区域来说，许多插件模块看上去是相同的，这样提供了一致性和可扩展

性，从而可使用相同的支持方法来维持多个网络区域。这些模块遵循标准的核心层－

分布层－接入层网络设计方法，并进行了分层，以确保正确定义插件间的接口。 

永续性和安全性

保持高可用性网络的要点之一就是建立适当的冗余性，以防御网络中的故障。我们的架

构精心平衡了冗余性和冗余系统复杂性这两个因素。 

随着语音和视频会议等对延迟和丢包敏感的流量大量出现，我们还将恢复时间作为了一

个重要考虑因素。选择能够缩短从发现故障到恢复正常所需时间的设计，对于确保网络

在发生某个较小的组件故障时仍然可用非常关键。 

网络安全性也是本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型网络中有许多入口点，我们要确保

它们尽可能安全，同时不会对网络易用性造成较大影响。保护网络不仅能防止网络受到

攻击，而且对于实现网络级永续性也至关重要。 

易于管理

虽然本指南的重点是网络基础架构的部署，但本设计方案也考虑到了下一个阶段，即管

理和运行。部署指南中的配置既允许通过SSH和HTTPS等普通的设备管理连接进行设

备管理，也允许经由NMS管理设备。本指南中不包括NMS的配置。 

支持先进技术

灵活性、可扩展性、永续性和安全性都是可以支持未来先进技术的网络特性。本架构的

模块化设计意味着，当企业作好了部署准备时，就能随时添加这些先进技术。此外，因

为本架构中的产品和配置从部署之初就能够随时支持协作，所以协作等先进技术的部署

得以简化。例如：

● 接入交换机为电话部署提供了以太网供电（PoE），无需本地电源插座

● 整个网络预先配置了支持高质量语音的QoS。 
● 为支持高效的语音和广播视频交付，在网络中配置了组播。 
● 为利用无线局域网发送语音的设备预配置了无线网络，可通过802.11 Wi-Fi（即支持

移动办公的技术）在所有地点提供IP语音服务 

互联网边缘已准备就绪，能够提供基于VPN的软电话，以及传统的硬电话或桌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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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第二层广域网部署指南》为多

个远程站点局域网提供了一个支持高度可用、安全和优化的连接的设计。

广域网是网络基础设施，在相距甚远的远程站点之间提供了IP互联。

本文介绍了如何部署网络基础架构和服务，以支持：

● 为25到100个远程站点提供广域网连接

● 部署主要和辅助链路，提供冗余拓扑选项以实现永续性

● 通过加密保护数据私密性

● 广域网优化和应用加速

● 为所有远程站点提供有线和无线局域网接入

广域网设计

这一设计主要侧重于支持使用以下常用的广域网传输方法：

● 第二层广域网

● 互联网VPN

在较高级别，广域网是一个IP网络，这些传输方法可轻松集成到设计之中。所选择的架

构会指定一个主要的广域网汇聚站点，类似于传统星型设计中的中枢站点。该站点直接

连接到特定电信运营商的广域网传输连接和高速连接。此外，该站点还可以利用网络设

备扩展能力来提供卓越性能与冗余能力。主要的广域网汇聚站点与数据中心、以及主要

的园区或局域网共存。

架构概述

第二层广域网传输

通常说来，由于可用介质的距离限制和专用铜线或光纤链路的要求，以太网主要是作为

一种局域网技术。 

第二层广域网传输现可从电信运营商处广泛获得，并能够通过广域网扩展不同的第二层

流量类型（帧中继、PPP、ATM或以太网）。最常见的第二层WAN实施是采用点对点

或点对多点服务来经由WAN提供以太网。

电信运营商使用多种方法来实施这些以太网服务。MPLS网络可支持Ethernet over 

MPLS（EoMPLS）和虚拟专用局域网服务（VPLS）。您可以使用其他网络技术，如采

用各种拓扑的以太网交换机，来提供以太网第二层广域网服务。这些方案也被称为运营

商以太网或城域以太网，它们通常限定在相对较小的地域范围内使用。本指南介绍了如

何使用第二层广域网来互连与电信运营商所使用的各种底层技术无关的多个站点。

第二层广域网支持企业订阅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电信运营商是透明的，所有第三层路

由均由企业进行实施。这就为广域网设计和远程站点互连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

点对点服务可支持两个局域网进行互连。点对多点（多点）透明局域网服务可支

持两个以上的局域网进行互连。其他服务变体包括简单分界和中继分界（trunked 

demarcation）。利用中继模式，您可以使用802.1Q VLAN标记来互连局域网。电信运

营商经常将中继服务称为Q-in-Q隧道（QinQ）。

需要传输IP组播流量的用户可以获得有力支持，而无需电信运营商进行额外配置。 

广域网将第二层广域网作为主要广域网传输方式。

架构概述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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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联网作为广域网传输方式

互联网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个由多个互连的电信运营商组成的大型公共广域网。互联网

能够在不同位置之间提供可靠的高性能连接，但无法为这些连接提供明确的保证。互联

网采用的是“尽力而为（best effort）”方案。在无法使用广域网传输或主要传输方法

进行连接的情况下，互联网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互联网连接通常在有关互联网边缘、尤其是主要站点的讨论中进行介绍。远程站点路由

器通常也具备互联网连接，但无法基于互联网提供同样范围的服务。出于安全和其他原

因的考虑，远程站点的互联网接入往往通过主要站点进行路由。

广域网可使用互联网提供VPN站点间连接，来作为备用广域网传输方案（到第二层广

域网）。 

动态多点VPN

动态多点VPN（DMVPN）为构建可扩展的站点间VPN提供了一种出色的解决方案，能

够支持多种应用。DMVPN常被用于支持基于公共或私有IP网络的加密站点间连接，并

可部署在本部署指南中介绍的所有广域网路由器之上。

DMVPN支持按需全网状连接，并可使用简单的星型配置和零接触中枢部署模式来添加

远程站点，由此成为了理想的互联网传输加密解决方案。此外，DMVPN还可支持拥有

动态分配的IP地址的分支路由器。

DMVPN使用多点通用路由封装（mGRE）隧道来互连中枢路由器和所有分支路由器。

在这种情形下这些mGRE隧道有时也被称作DMVPN云。这一技术组合支持单播、组播

和广播IP，并支持在隧道中运行路由协议。

广域网汇聚设计

广域网汇聚（中枢）设计包含两个或更多个广域网边缘路由器。当广域网边缘路由器

用于连接到运营商或服务提供商时，它们通常被称作客户边缘（CE）路由器。端接

VPN流量的广域网边缘路由器被称作VPN中枢路由器。所有广域网边缘路由器均连接

到分布层。

广域网传输方案包括第二层广域网和传统的互联网接入两种。这两种传输类型可分

别连接至CE路由器或VPN中枢路由器。与这些传输网络进行连接需要不同的连接方

法和配置。

本部署指南中介绍了两种广域网汇聚设计：城域25（Metro 25）和城域100（Metro 

100）。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架构的总体规模和用于与远程站点路由器子集进行通信

的广播域或VLAN的数量。

在广域网汇聚设计中，诸如IP路由汇总等任务在分布层完成。网络中还有其他多种支持

广域网边缘服务的设备，这些设备也应连接到分布层。 

第二层广域网服务端接到专用的广域网路由器，使用一个VPN中枢路由器。下表中示出

了不同设计模式。

表1. 广域网汇聚设计

型号

广域网

链路

边缘

路由器

传输方案1

传输方案2类型

分界

（Demarcation）

城域25 两个 两个 MetroE 简单 互联网VPN

城域100 两个 两个 MetroE 中继 互联网VPN

架构概述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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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design are as follows:

Metro 25 Design

•	 Has up to 250 Mbps aggregate bandwidth

•	 Uses a multipoint service

•	 Connects to a simple demarcation 

•	 Supports up to 25 remote sites

•	 Uses a single Internet link

Figure 2 - Metro 25 design

Metro 100 Design

•	 Has up to 1 Gbps aggregate bandwidth

•	 Uses a multipoint service

•	 Connects to a trunked demarcation

•	 Supports up to 100 remote sites

•	 Logically separates the remote-site peering. Distributes router peers 
across multiple VLANs with maximum of 25 remote-site router peers per 
VLAN.

•	 Uses a single Internet link

Figure 3 - Metro 100 design

每一种设计的特征如下：

城域25设计

● 拥有高达250 Mbps的汇聚带宽

● 采用多点服务

● 连接至简单分界

● 支持最多25个远程站点

● 使用单个互联网链路

图2. 城域25设计

 

城域100设计

● 拥有高达1Gbps的汇聚带宽

● 采用多点服务

● 连接至中继分界

● 支持最多100个远程站点

● 从逻辑上将远程站点对等体分离开来。跨多个VLAN分布路由器对等体，每个VLAN

最多25个远程站点路由器对等体。

● 使用单个互联网链路

图3. 城域100设计

广域网优化：

WAAS

园区紧缩核心/
汇聚层：6500 VSS 4500
3750堆叠

VPN端接路由器：

ASR1001
3945E

广域网汇聚CE
路由器：ASR1001

第二层

互联网边缘模块

互联网

园区核心：6500

广域网优化: WAAS

广域网边缘分布：

3750堆叠

广域网汇聚CE
路由器：ASR1000

802.1Q
Vlan中继

第二层

VPN端接路由器：

ASR1000

互联网边缘模块

互联网

架构概述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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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Remote-Site Designs

This guide documents multiple remote-site WAN designs, and they are 
based on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WAN transports mapped to the site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service levels and redundancy. 

Figure 4 - WAN remote-site designs

The remote-site designs include single or dual WAN edge routers. These can 
be either a CE router or a VPN spoke router. In some cases, a single WAN 
edge router can perform the role of both a CE router and VPN-spoke router.
Most remote sites are designed with a single router WAN edge; however, 
certain remote-site types require a dual router WAN edge. Dual router can-
didate sites include regional office or remote campus locations with large 
user populations, or sites with business critical needs that justify additional 
redundancy to remove single points of failure. 
The overall WAN design methodology is based on a primary WAN-
aggregation site design that can accommodate all of the remote-site types 
that map to the various link combinations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able 2 -  WAN remote-site transport options

WAN remote-
site routers WAN transports Primary transport

Secondary 
transport

Single Single MetroE (simple) -

Single Single MetroE (trunked) -

Single Dual MetroE (simple) Internet

Single Dual MetroE (trunked) Internet

Dual Dual MetroE (simple) Internet

Dual Dual MetroE (trunked) Internet

The modular nature of the network design enables you to create design 
elements that you can replicate throughout the network.

Both WAN-aggregation designs and all of the WAN remote-site designs are 
standard building blocks in the overall design. Repli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building blocks provides an easy way to scale the network and allows for a 
consistent deployment method. 

WAN/LAN Interconnection

The primary role of the WAN is to interconnect primary site and remote-
site LANs. The LAN discussion within this guide is limited to how the WAN 
aggregation site LAN connects to the WAN aggregation devices and how 
the remote-site LANs connect to the remote-site WAN devices. Specific 
details regarding the LAN components of the design are covered in the 
Cisco SBA for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Borderless Networks LAN 
Deployment Guide. 

At remote sites, the LAN topology depends on the number of connected 
users and 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site. Large sites may require the use 
of a distribution layer to support multiple access layer switches. Other sites 
may only require an access layer switch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WAN 
remote-site routers. The variants that are tested and documented in this 
guide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able 3 -  WAN remote-site LAN options

WAN remote-site routers WAN transports LAN topology

Single Single Access only

Distribution/access

Single Dual Access only

Distribution/access

Dual Dual Access only

Distribution/access

WAN Remote Sites—LAN Topology

For consistency and modularity, all WAN remote sites use the same VLAN 
assignment scheme, which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his deployment 
guide uses a convention that is relevant to any location that has a single 
access switch and this model can also be easily scaled to additional access 
closets through the addition of a distribution layer. 

广域网远程站点设计

本指南介绍了多种远程站点广域网设计。这些设计构建于多种广域网传输组合之上，反

映了站点具体的服务等级和冗余要求。 

图4. 广域网远程站点设计

 非冗余 冗余链路 冗余链路与路由器

第二层 第二层 第二层互联网 互联网

远程站点设计包含单个或两个广域网边缘路由器。这些路由器可以是CE路由器或VPN

分支路由器。在某些情况中，单个广域网边缘路由器可以同时执行CE路由器和VPN分

支路由器的功能。

大多数远程站点均采用单个路由器广域网边缘进行设计；然而，某些远程站点类型则要

求使用双路由器广域网边缘。适用双路由器的站点包括有着大量用户的地区办事处或远

程园区；以及有着关键业务需求，需要增加冗余能力以消除单点故障的站点。 

总体的广域网设计方法以主要的广域网汇聚设计站点设计为基础，该设计能够支持所有

与下表中所列的不同链路组合对应的远程站点类型。

表2. 广域网远程站点传输选项

广域网远程

站点路由器

广域网

传输方法

主要

传输方法

辅助

传输方法

单个 单个 MetroE（简单） -

单个 单个 MetroE（中继） -

单个 两个 MetroE（简单） 互联网

单个 两个 MetroE（中继） 互联网

两个 两个 MetroE（简单） 互联网

两个 两个 MetroE（中继） 互联网

该网络设计的模块化特性使您可以创建在网络中进行复制的设计元素。

两种广域网汇聚设计和所有广域网远程站点设计均为总体设计中的标准构建模块。复制

单个构建模块的能力为扩展网络提供了一种简便快捷的方法，同时也支持采用一致的部

署方案。 

广域网/局域网互连

广域网的主要作用是互连主要站点和远程站点局域网。本指南中有关局域网的探讨仅限

于广域网汇聚站点局域网如何连接到广域网汇聚设备，以及远程站点局域网如何连接到

远程站点广域网设备。关于设计中的局域网组件的详细信息在《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

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中》进行阐述。 

在远程站点中，局域网拓扑结构取决于站点要连接的用户数量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大

型站点可能要求使用分布层来支持多个接入层交换机。其他站点可能仅要求使用一个

接入层交换机来直接连接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本指南中测试和介绍的不同方案如

下表所示。 

表3. 广域网远程站点局域网选项

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 广域网传输方法 局域网拓扑

单个 单个 仅接入层

分布层/接入层

单个 两个 仅接入层

分布层/接入层

两个 两个 仅接入层

分布层/接入层

广域网远程站点——局域网拓扑

为了保持一致性和模块化特性，所有广域网远程站点均使用了下表中显示的相同VLAN

分配方案。本部署指南所采用的实践适用于任意具有单个接入交换机的位置，并且这一

模式也可以通过添加分布层扩展至更多的接入间（access closet）。 

架构概述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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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  WAN remote-sites—VLAN assignment

VLAN Usage Layer 2 access
Layer 3 distribution/ 
access

VLAN 100 Data (primary) Unused Yes

VLAN 65 Wireless data Yes Yes

VLAN 70 Wireless voice Yes Yes

VLAN 64 Data 1 Yes Yes

VLAN 69 Voice 1 Yes Yes

Unassigned Data 2 Unused Yes

Unassigned Voice 2 Unused Yes

VLAN99 Transit Yes

(dual router only)

Yes

(dual router only)

VLAN50 Router link (1) Unused Yes

VLAN54 Router link (2) Unused Yes

(dual router only)

Layer 2 Access

WAN remote sites that do not require additional distribution layer routing 
devices are considered to be flat, or from a LAN perspective they are 
considered unrouted Layer 2 sites. All Layer 3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the 
attached WAN routers. The access switches, through the use of multiple 
VLANs, can support services such as data (wired and wireless) and voice 
(wired and wireless). The design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illustrates the 
standardized VLAN assignment scheme. The benefits of this design are 
clear: all of the access switches can be configured identically,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sites in this configuration. 

Access switches and their configuration are not included in this guide. 
The Cisco SBA for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Borderless Networks LAN 
Deployment Guide provides configuration details on the various access 
switching platforms.

IP subnets are assigned on a per-VLAN basis. This design only allocates 
subnets with a 255.255.255.0 netmask for the access layer, even if less 
than 254 IP addresses are required. (This model can be adjusted as neces-
sary to other IP address schem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outer 
and the access switch must be configured for 802.1Q VLAN trunking with 

subinterfaces on the router that map to the respective VLANs on the switch. 
The various router subinterfaces act as the IP default gateways for each of 
the IP subnet and VLAN combinations.

Figure 5 - WAN remote site flat Layer 2 LAN (single router)

A similar LAN design can be extended to a dual-router edge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This design change introduces some additional complexity. 
The first requirement is to run a routing protocol. You need to configure the 
Enhanced Interior Gateway Routing Protocol (EIGRP) between the routers. 
For consistency with the primary site LAN, use EIGRP process 100.

Because there are now two routers per subnet, a First Hop Redundancy 
Protocol (FHRP) must be implemented. For this design, Cisco selected Hot 
Standby Router Protocol (HSRP) as the FHRP. HSRP is designed to allow for 
transparent failover of the first-hop IP router. HSRP provides high network 
availability by providing first-hop routing redundancy for IP hosts configured 
with a default gateway IP address. HSRP is used in a group of routers for 
selecting an active router and a standby router. When there are multiple 
routers on a LAN, the active router is the router of choice for routing packets; 
the standby router is the router that takes over when the active router fails or 
when preset conditions are met.

表4. 广域网远程站点—VLAN分配

VLAN 用途 第二层接入 第三层分布/接入

VLAN 100 数据（主要） 未使用 是

VLAN 65 无线数据 是 是

VLAN 70 无线语音 是 是

VLAN 64 数据1 是 是

VLAN 69 语音1 是 是

未分配 数据2 未使用 是

未分配 语音2 未使用 是

VLAN99 过境 是

（仅双路由器）

是

（仅双路由器）

VLAN50 路由器链路（1） 未使用 是

VLAN54 路由器链路（2） 未使用 是

（仅双路由器）

第二层接入层

不需要额外分布层路由设备的广域网远程站点被视为扁平结构，或者从局域网的角度，

被视为无路由第二层站点。所有第三层服务均通过相连的广域网路由器来提供。通过使

用多个VLAN，接入交换机能够支持诸如数据（有线和无线）和语音（有线和无线）等

服务。下图中的设计显示了一个标准的VLAN分配方案。这种设计的优势非常明显：在

这一配置中，无论有多少个站点，所有接入交换机均可以采用相同的配置。 

接入交换机及其配置在本指南中不做介绍。《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

无边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提供了关于各种接入交换平台的配置详细信息。

IP子网基于每个VLAN进行分配。尽管需要的IP地址数量少于254个，这一设计仅使用

255.255.255.0子网掩码来为接入层分配子网。（这一模式可根据其他IP地址方案进行调

整。）路由器和接入交换机之间的连接必须针对与路由器子接口相连的802.1Q VLAN进

行配置。这些子接口分别与交换机上的VLAN相对应。各个路由器子接口用作每个IP子

网和VLAN组合的IP缺省网关。

图5. 广域网远程站点扁平型第二层局域网（单路由器）

WAN

无需HSRP
Vlan64—数据

Vlan65—无线数据

Vlan69—语音

Vlan70—无线语音

802.1q Vlan中继（64-65，69-70）

类似的局域网设计可以扩展为下图中所示的双路由器边缘。这种设计变更会增加一定的

复杂性。首先需要运行路由协议。您需要在路由器之间配置增强型内部网关路由协议

（EIGRP）。为了保持与主要站点局域网的一致性，应使用EIGRP进程100。

由于现在每个子网有两个路由器，必须实施第一跳冗余协议（FHRP）。在此设计中，

思科选择了热备用路由器协议（HSRP）作为FHRP。HSRP能够支持第一跳IP路由器实

现透明的故障切换。通过为配置了缺省网关IP地址的IP主机提供第一跳路由冗余能力，

HSRP可带来高度的网络可用性。HSRP用于包含一组路由器的环境中，用来选择活动

路由器和备用路由器。当局域网上有多个路由器时，活动路由器用于路由数据包；备用

路由器用于在活动路由器发生故障或达到预定的条件时接管活动路由器的工作。

架构概述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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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 WAN remote site—Flat Layer 2 LAN (dual router)

Enhanced Object Tracking (EOT) provides a consistent methodology for 
various router and switching features to conditionally modify their operation 
based on information objects available within other processes. The objects 
that can be tracked include interface line protocol, IP route reachability, and 
IP service-level agreement (SLA) reachability as well as several others.

The IP SLA feature provides a capability for a router to generate synthetic 
network traffic that can be sent to a remote responder. The responder can 
be a generic IP endpoint that can respond to an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ICMP) echo (ping) request, or can be a Cisco router running an IP 
SLA responder process, that can respond to more complex traffic such as 
jitter probes. The use of IP SLA allows the router to determine end-to-end 
reachability to a destination and also the roundtrip delay. More complex 
probe types can also permit the calculation of loss and jitter along the path. 
IP SLA is used in tandem with EOT within this design.

To improve convergence times after a Layer 2 WAN failure, HSRP has the 
capability to monitor the reachability of a next-hop IP neighbor through the 
use of EOT and IP SLA. This combination allows for a router to give up its 

HSRP Active role if its upstream neighbor becomes unresponsive and that 
provides additional network resiliency.

HSRP is configured to be active on the router with the highest priority WAN 
transport. EOT of IP SLA probes is implemented in conjunction with HSRP so 
that in the case of WAN transport failure, the standby HSRP router associ-
ated with the lower priority (alternate) WAN transport becomes the active 
HSRP router. The IP SLA probes are sent from the remote-site CE router 
to the WAN-aggregation CE router to ensure reachability of the next hop 
router. This is more effective than simply monitoring the status of the WAN 
interface.

The dual router designs also warrant an additional component that is 
required for proper routing in certain scenarios. In these cases, a traffic 
flow from a remote-site host might be sent to a destination reachable via 
the alternate WAN transport (for example, a Layer 2 + DMVPN remote site 
communicating with a DMVPN-only remote site). The primary WAN transport 
router then forwards the traffic out the same data interface to send it to the 
alternate WAN transport router, which then forwards the traffic to the proper 
destination. This is referred to as hair-pinning.

The appropriate method to avoid sending the traffic out the same interface 
is to introduce an additional link between the routers and designate the link 
as a transit network (VLAN 99). There are no hosts connected to the transit 
network, and it is only used for router-router communication. The routing 
protocol runs between router subinterfaces assigned to the transit network. 
No additional router interfaces are required with this design modification 
because the 802.1Q VLAN trunk configuration can easily accommodate an 
additional subinterface.

Distribution and Access Layer

Large remote sites may require a LAN environment similar to that of a small 
campus LAN that includes a distribution layer and access layer. This topol-
ogy works well with either a single or dual router WAN edge. To implement 
this design, the routers should connect via EtherChannel links to the dis-
tribution switch. These EtherChannel links are configured as 802.1Q VLAN 
trunks, to support both a routed point-to-point link to allow EIGRP routing 
with the distribution switch, and in the dual router design, to provide a transit 
network for 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WAN routers.

图6. 广域网远程站点——扁平型第二层局域网（双路由器）

EIGRP

Vlan99—过境

活动HSRP路由器

802.1q Vlan中继（64-65，69-70，99）

WAN

Vlan64—数据

Vlan65—无线数据

Vlan69—语音

Vlan70—无线语音

增强的对象跟踪（EOT）技术为不同路由器和交换特性提供了一种一致的方法，来根据

其他进程中可用的信息对象有条件地修改其工作方式。可以跟踪的对象包括interface 

line protocol（接口线路协议）、IP route reachability（IP路由可达性）和IP服务等级

协议（SLA）可达性，以及其他几个对象。

IP SLA特性能够支持路由器生成综合网络流量，并发送给远程响应设备。响应设备可以

是能够响应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ICMP） echo（ping）请求的通用IP终端设备，或是

运行IP SLA响应装置进程的思科路由器。它们能够响应诸如抖动探测等更复杂的流量。

IP SLA的使用使得路由器能够确定到某一目的地的端到端可达性，以及往返延时。更复

杂的探测类型也可支持计算路径中的丢包和抖动情况。在这一设计中，我们结合使用了

IP SLA与EOT。

为了缩短在发生第二层广域网故障后的收敛时间，HSRP能够通过使用EOT和IP SLA监

控下一跳IP邻接设备的可达性。这一组合使得路由器能够在上游邻接设备变得无响应时

放弃其HSRP活动路由器角色，从而提高网络永续性。

HSRP被设定为在拥有最高广域网传输优先级的路由器上激活。IP SLA探测的EOT技术

与HSRP结合使用，以便当广域网传输方案发生故障时，拥有较低（备用）广域网传输

优先级的备用HSRP路由器能够成为活动HSRP路由器。IP SLA探测从远程站点CE路由

器发送至广域网汇聚CE路由器，以确保下一跳路由器的可达性。这比只监控广域网接

口的状态更为有效。

双路由器设计还提供了在特定情形下进行正确的路由所需的一个额外组件。在这些情形

中，来自远程站点主机的流量可能被发送至通过备用广域网传输方案才能到达的目的地

（例如：一个第二层+DMVPN远程站点与一个仅DMVPN远程站点进行通信）。之后，

主要广域网传输路由器会通过相同的数据接口将流量发送至备用广域网传输路由器，由

后者将该流量转发至正确的目的地。这一过程被称作“发夹”。

避免通过相同接口发送流量的正确方法为，在路由器间引入一个额外的链路，并将该链

路设定为过境网络（VLAN 99）。过境网络没有与之相连的主机，仅用于支持路由器之

间的通信。路由协议在分配给过境网络的路由器子接口间运行。这一设计变更不需要额

外的路由器接口，因为802.1Q VLAN中继（trunk）配置能够轻松支持额外的子接口。

分布层与接入层

大型远程站点可能要求类似于小型园区局域网的局域网环境，其中包含有分布层和接入

层。这一拓扑能够很好地支持单路由器或双路由器广域网边缘。要实施这一设计，路

由器应通过EtherChannel链路连接到分布层交换机。这些EtherChannel链路被配置为

802.1Q VLAN中继，能够支持路由点对点链路和双路由器设计。其中路由点对点链路可

支持在分布层交换机上进行EIGRP路由；而双路由器设计能够提供一个过境网络，支持

在广域网路由器之间直接进行通信。

架构概述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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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 WAN remote site—Connection to Distribution Layer

The distribution switch handles all access layer routing, with VLANs trunked 
to access switches. No HSRP is required when the design includes a 
distribution layer. A full distribution and access layer design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Figure 8 - WAN remote site—Distribution and access layer (dual 
router)

IP Multicast

IP Multicast allows a single IP data stream to be replicated by the infra-
structure (routers and switches) and sent from a single source to multiple 
receivers. IP Multicast is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multiple individual 
unicast streams or a broadcast stream that would propagate everywhere. IP 
telephony Music On Hold (MOH) and IP video broadcast streaming are two 
examples of IP Multicast applications. 

To receive a particular IP Multicast data stream, end hosts must join a 
multicast group by sending an 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IGMP) 
message to their local multicast router. In a traditional IP multicast design, 
the local router consults another router in the network that is acting as a 
rendezvous point (RP) to map the receivers to active sources so that they 
can join their streams. 

The RP is a control-plane operation that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core of the 
network or close to the IP Multicast sources on a pair of Layer 3 switches 
or routers. IP Multicast routing begins at the distribution layer if the access 
layer is Layer 2 and provides connectivity to the IP Multicast RP. In designs 
without a core layer, the distribution layer performs the RP function. 

This design is fully enabled for a single global scope deployment of IP 
Multicast. The design uses an Anycast RP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This 
strategy provides load sharing and redundancy in 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 sparse mode (PIM SM) networks. Two RPs share the load for 
source registr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act as hot backup routers for each other.

The benefit of this strategy from the WAN perspective is that all IP routing 
devices within the WAN use an identical configuration referencing the 
Anycast RPs. IP PIM SM is enabled on all interfaces including loopbacks, 
VLANs, and subinterfaces.

架构概述2012年上半年

图7. 广域网远程站点—到分布层的连接

WAN WAN

Vlan50—
路由器1链路

802.1q中继（50）

802.1q中继

（XX-XX）
802.1q中继（64，69）

Vlan50—路由器1链路

Vlan54—路由器2链路

Vlan99—过境
802.1q中继

（50，99）
802.1q中继

（54，99）

802.1q中继

（XX-XX）

WAN

Vlan50—路由器1链路

Vlan54—路由器2链路

Vlan99—过境

802.1q中继（50，99） 802.1q中继（54，99）

Vlan100 —数据（主要）

Vlan65—无线数据

Vlan70—无线语音

802.1q中继（xx-xx） 802.1q中继（64，69）

Vlanxx—数据

Vlanxx—语音

Vlan64—数据

Vlan69—语音

无需HSRP

分布层交换机负责通过连接到接入交换机的VLAN，处理所有接入层路由。当设计包含

分布层时，无需使用HSRP。下图显示了完整的分布层与接入层设计。

图8. 广域网远程站点—分布层和接入层（双路由器）

IP组播

IP组播允许基础设施（路由器和交换机）复制单个IP数据流，然后将其从一个源设备发

送到多个接收设备。IP组播要比多个单独的单播数据流或四处传播的广播数据流更为高

效。IP电话等待音乐（MOH）和IP视频广播数据流就是IP组播应用的两个实例。 

为了接收特定的IP组播数据流，终端主机必须通过向其本地组播路由器发送互联网群组

管理协议（IGMP）消息，加入组播组。在传统的IP组播设计中，本地路由器会询问网

络中充当汇聚点（RP）的另一个路由器，将接收设备映射到活动源设备上，以便它们

能够加入其数据流。 

RP是一种控制平面操作，应被置于网络的核心，或者邻近一对第三层交换机或路由器

上的IP组播源的位置。如果接入层是第二层，并提供了到IP组播汇聚点的连接，IP组播

路由将从分布层开始。在没有核心层的设计方案中，分布层会承担起汇聚点的功能。

 

这种设计可全面支持单一的IP组播全局部署。它采用了Anycast RP实施战略。该战略在

稀疏模式独立组播协议（PIM SM）网络中提供了负载分享与冗余能力。两个RP分享源

注册的负载，并能够互为彼此的热备用路由器。

从广域网的角度而言，这一战略的优势在于广域网中的所有IP路由设备均使用基于

Anycast RP的相同配置。IP PIM SM在所有接口上均可用，包括回环接口、VLAN和

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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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Service
Most users perceive the network as just a transport utility mechanism to 
shift data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as fast as it can. Many sum this up as just 
“speeds and feeds.” While it is true that IP networks forward traffic on a 
best-effort basis by default, this type of routing only works well for applica-
tions that adapt gracefully to variations in latency, jitter, and loss. However 
networks are multiservice by design and support real-time voice and video 
as well as data traffic. The difference is that real-time applications require 
packets to be delivered within specified loss, delay, and jitter parameters. 

In reality, the network affects all traffic flows and must be aware of end-user 
requirements and services being offered. Even with unlimited bandwidth, 
time-sensitive applications are affected by jitter, delay, and packet loss. 
Quality of service (QoS) enables a multitude of user services and applica-
tions to coexist on the same network.

Within the architecture, there are wired and wireless connectivity options 
that provide advanced classification, prioritizing, queuing and congestion 
mechanisms as part of the integrated QoS to help ensure optimal use of 
network resources. This functionality allows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applica-
tions, ensuring that each application has an appropriate share of the network 
resources to protect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ensure the consistent opera-
tion of business critical applications.

QoS is an essential function of th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devices used 
throughout this architecture. QoS enables a multitude of user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including real-time voice, high-quality video, and delay-
sensitive data to coexist on the same network. For the network to provide 
predictable, measurable, and sometimes guaranteed services, it must man-
age bandwidth, delay, jitter, and loss parameters. Even if you do not require 
QoS for your current applications, you can use QoS for management and 
network protocols to protect the network functionality and manageability 
under normal and congested traffic conditions. 

The goal of this design is to provide sufficient classes of service to allow 
you to add voice, interactive video, critical data applications, and manage-
ment traffic to the network, either during the initial deployment or later with 
minimum system impact and engineering effort. 

The QoS classifications in the following table are applied throughout this 
design.  

Table 5 -  QoS service class mappings

Service class

Per-hop 
behavior 
(PHB)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code 
point (DSCP)

IP 
Precedence 
(IPP)

Class of 
service 
(CoS)

Network layer Layer 3 Layer 3 Layer 3 Layer 2

Network control CS6 48 6 6

Telephony EF 46 5 5

Signaling CS3 24 3 3

Multimedia 
conferencing

AF41, 42, 
43

34, 36, 38 4 4

Real-time 
interactive

CS4 32 4 4

Multimedia 
streaming

AF31, 32, 
34

26, 28, 30 3 3

Broadcast video CS5 40 4 4

Low-latency 
data

AF21, 22, 
23

18, 20, 22 2 2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
nance (OAM)

CS2 16 2 2

Bulk data AF11, 12, 
13

10, 12, 14 1 1

Scavenger CS1 8 1 1

Default  
“best effort”

DF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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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

大多数用户均将网络视作一种传输效用机制，可将数据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从A点移动到

B点。许多人将这一过程简单归结为“速度和馈进（speeds and feeds）”。虽然IP网络

确实在默认情况下以尽力而为（Best Effort）的模式转发流量，但这一路由类型仅适用

于能够根据延迟、抖动和丢包等变量进行适当调整的应用程序。然而，网络的设计决定

了它需要支持多种服务，包括实时语音和视频，以及数据流量。此处的区别在于实时应

用程序要求数据包在规定的丢失、延迟和抖动参数内送达。 

事实上，网络影响着所有通信流量，因此必须了解最终用户要求和提供的服务。即使在

无限带宽环境中，时间敏感型应用也会受到抖动、延迟和丢包现象的影响。服务质量

（QoS）支持多种用户服务和应用程序在同一网络中共存。

该架构支持有线和无线连接选项，采用先进的分类、优先级划分、队列和拥塞机制，作

为实现综合QoS的一部分，确保网络资源的最佳利用。这一功能支持对应用程序进行区

别处理，以确保每一个应用程序均能够享有适当的网络资源，从而保护用户体验，并保

证关键业务应用程序的持续运行。

QoS是本架构中所用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的一个重要功能。QoS可支持多种用户服务和

应用程序，包括实时语音、高质量视频和延迟敏感型数据等在同一网络中共存。为了使

网络提供可预测、可衡量、且有保证的服务，就必须要对带宽、延迟、抖动和丢包参

数进行管理。即使您当前的应用程序不需要QoS，您也可以将QoS用于管理和网络协

议，在正常和流量拥塞的情况下保证网络功能和可管理性。 

本设计的目标是提供足够的服务类别，以支持您在初始部署中，或者在日后以最少的

工程工作和最小的系统影响，向网络中添加语音、互动视频、关键数据应用程序和管

理流量。 

本设计中应用了下表中的QoS分类。  

表5. QoS服务类别映射

服务类别

逐跳行为

（PHB） 
差分服务代码点

（DSCP） 
IP优先级

（IPP） 
服务类别

（CoS）

网络层 第三层 第三层 第三层 第二层

网络控制 CS6 48 6 6

电话 EF 46 5 5

信令 CS3 24 3 3

多媒体会议 AF41, 42, 43 34, 36, 38 4 4

实时交互 CS4 32 4 4

多媒体流 AF31, 32, 34 26, 28, 30 3 3

广播视频 CS5 40 4 4

低延迟数据 AF21, 22, 23 18, 20, 22 2 2

运营、管理和

维护（OAM）

CS2 16 2 2

批量数据 AF11, 12, 13 10, 12, 14 1 1

Scavenger
（清道夫）

CS1 8 1 1

缺省

“尽力而为”

（Best Effort）

DF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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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Optimization
Cisco Wide Area Application Services (WAAS) is a comprehensive WAN 
optimization solution that accelerates applications over the WAN, delivers 
video to a remote office, and provides local hosting of remote-site IT ser-
vices. Cisco WAAS allows applications to be centralized and to use storage 
in the data center while maintaining LAN-like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WAAS accelerates applications and data over the WAN, optimizes band-
width, empowers cloud computing, and provides local hosting of remote-site 
IT services, all with industry-leading network integration. Cisco WAAS allows 
IT organizations to centralize applications and storage while maintaining 
productivity for remote-site and mobile users.

WAAS is centrally managed and requires one or more Cisco WAAS Central 
Manager devices that are physically located within the data center but are 
accessible via a web interface.

The design for optimizing WAN traffic requires the deployment of Cisco 
Wide Area Application Engine (WAE) appliances or modules at both the 
WAN aggregation site and at the WAN remote sites. The WAEs run WAAS 
software that provides the WAN optimization services. The design requires 
one or more WAE devices at every location, with multiple devices located 
at a site to provide resiliency. The Cisco WAAS solution operates as a TCP 
proxy that integrates transparently with other services in the network and 
provides WAN optimization benefits to the end users, without creating 
optimization tunnels across the WAN.

The WAN optimization solution is tightly integrated with the WAN routers, 
with the routers controlling the interception and redirection of traffic to be 
optimized with WAAS. The design places the WAE appliances on exist-
ing network segments, which removes the need for significant network 
modifications.

A successful WAAS implementation requires the following:

•	 A method for intercepting chosen traffic to or from the WAN

•	 The ability to direct the chosen traffic to the WAE devices for proper 
optimization

•	 The ability for the WAE to reinject optimized traffic into the network after 
optimization

Web Cache Communication Protocol (WCCP) is used on the routers to 
intercept traffic entering the router from the LAN (sourced from the client or 
the data center) or entering the router from the WAN (from a remote WAE). 
As part of the WCCP redirection, traffic is forwarded to a chosen WAE via a 
generic routing encapsulation (GRE) tunnel. 

Multiple WAE devices at one location can operate as a cluster. The routers 
performing the WCCP redirection are responsible for load sharing across 
the various WAE devices within a cluster. WAAS high availability uses what 
is referred to as an N+1 model. This name means that if N equivalent devices 
are required to support the required performance, one additional device is 
required to provide redundancy.

Traffic to be reinjected into the network uses a negotiated return WCCP 
GRE tunnel egress method back to the originating router. This method is 
preferred because it allows the WAE appliances to be located one or more 
routed hops away from the WCCP router. There are several benefits associ-
ated with this method, which are covered in more detail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架构概述2012年上半年

广域网优化

思科广域应用服务（WAAS）是一款完善的广域网优化解决方案，能够通过广域网加

快应用程序运行速度，向远程办事处提供视频，以及在本地托管远程站点IT服务。思科

WAAS支持集中管理应用程序并使用数据中心内的存储，同时提供媲美局域网的应用程

序性能。

WAAS能够通过广域网加快应用程序和数据速度，优化带宽、支持云计算、并在本地托

管远程站点IT服务，而所有这些优势均以行业领先的网络集成为基础。思科WAAS支持

IT组织集中管理应用程序和存储，同时保持远程站点用户和移动用户的生产效率。

WA AS集中进行管理，要求在数据中心实地部署一个或多个Cisco WA AS Central 

Manager设备。所有这些设备均可通过Web界面进行访问。

用于优化广域网流量的设计要求在广域网汇聚站点和广域网远程站点均部署思科广域应

用引擎（WAE）设备或模块。WAE运行WAAS软件，后者可提供广域网优化服务。此

设计要求在每个位置都部署一个或多个WAE设备。通过在一个站点放置多台设备，将

可以实现出色的永续性。思科WAAS解决方案能够作为TCP代理与网络中的其他服务透

明集成，并能够向最终用户提供广域网优化优势，而无需在广域网中创建优化隧道。

广域网优化解决方案与广域网路由器紧密集成，通过路由器控制采用WAAS优化的流量

拦截和重导向工作。这一设计将在现有网段中部署WAE设备，从而无需对网络做出重

大变动。

成功部署WAAS需要以下要素：

● 拦截广域网中往返的特定流量的方法

● 将选择的流量导向WAE设备以进行合理优化的能力

● WAE在优化后将优化的流量重新引入网络的能力

路由器使用Web缓存通信协议（WCCP）来拦截从局域网进入路由器的流量（来自客

户端或数据中心），或从广域网进入路由器的流量（来自远程WAE）。作为WCCP重

导向的一部分，流量将通过通用路由封装（GRE）隧道被转发至选定的WAE。

 

一个位置的多个WAE设备可作为中继运行。执行WCCP重导向的路由器负责在集群内

的各个WAE设备间进行负载均衡。WAAS高可用性通过称作N+1模式的方式实现。这一

名称意味着如果需要N个等效设备来提供所需性能，将同时需要一个额外的设备来提供

冗余能力。

需要重新加入到网络中的流量使用协商返回WCCP GRE隧道输出方法来返回到发起路

由器。这种方法为推荐方法，因为它允许将WAE设备放置在距WCCP路由器一个或多

个路由跳数远的位置。该方法能够带来多项优势，对此我们将在本文后面的章节中进行

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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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网架构整体设计目标

IP路由

这一设计要实现以下IP路由目标：

● 为从主要广域网汇聚站点到所有远程地点提供最佳路由连接

● 避免广域网路由拓扑变更影响到网络中的其他部分

● 当存在多个路径时，确保实现活动/备用对称路由，以简化故障排除工作，避免超额

配置IP电话呼叫准入控制（CAC）限度

● 通过主要广域网汇聚站点，提供站点间远程路由（星型模式）

● 当支持运营商服务时，提供最佳的直接站点间远程路由（分支到分支模式）

● 支持来自主要广域网汇聚站点的IP组播

在广域网远程站点，没有用于浏览网页和使用云服务的本地互联网接入服务。这一模

式被称作集中互联网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采用互联网/DMVPN作为备用传输方案的站

点，将能够潜在地提供本地互联网能力；然而，在本设计中，只有到其他DMVPN站点

的加密流量才可以使用互联网链路。在集中互联网模式中，除了来自数据中心和园区的

内部路由外，缺省路由也将被通告给广域网远程站点。

局域网接入

所有远程站点均支持有线和无线局域网接入。 

部署广域网
高可用性

网络必须能够容忍单项故障情况，包括主要广域网汇聚站点中的任意单个广域网传输链

路或任意单个网络设备的故障。

● 单路由器、双链路类远程站点必须能够在任一广域网传输方案出现问题时继续正常

运行。

● 双路由器、双链路类远程站点必须能够在任一边缘路由器或广域网传输方案出现问题

时继续正常运行。

路径选择偏好

根据所使用的广域网传输方案，以及远程站点是否使用了双广域网传输方案，流量可以

多种方式进行传输。单一广域网传输方案的路由功能如下描述：

第二层广域网连接的站点：

● 连接到第二层广域网上的站点（同一VLAN）；在第二层广域网中实现最佳路由（流

量未发送至主要站点）

● 连接到任意其他站点；路由通过主要站点进行。

双广域网传输方案的使用专门针对在活动/备用模式中工作进行了调整。这一配置类型

提供了对称路由，流量沿着同一路径进行双向传输。对称路由可简化故障排除工作，因

为双向流量始终沿着相同的链路进行传输。 

该设计假定第二层广域网传输方式被指定为主要的传输方式，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首

选路径。

第二层WAN + DMVPN双连接站点：

● 连接到第二层广域网上的站点（同一VLAN）；在第二层广域网中实现最佳路由（流

量未发送至主要站点）。

● 连接到任意DMVPN单一连接的站点；在DMVPN内实现最佳路由（只有初始流量被

发送至DMVPN中枢，之后通过分支到分支隧道进行直通传输）。

● 连接到任意其他站点；路由通过主要站点进行。

部署广域网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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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Privacy (Encryption)

All remote-site traffic must be encrypted when transported over public IP 
networks such as the Internet.

The use of encryption should not limit the performance or availability of a 
remote-site application, and should be transparent to end users.

Quality of Service (QoS)

The network must ensure that business applications perform across the 
WAN during times of network congestion. Traffic must be classified and 
queued and the WAN connection must be shaped to operate within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connection. This is referred to as hierarchical QoS (HQoS). 
When the WAN design uses a service provider offering with QoS, the WAN 
edge QoS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must align to the service provider 
offering to ensure consistent end-to-end QoS treatment of traffic.

Any multipoint WAN service that supports differing access speeds is 
susceptible to traffic overruns. Layer 2 WAN transports may be imple-
mented with inherent QoS capabilities by the service provider, but this 
design assumes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implementing QoS falls on the 
subscriber and must be configured on all WAN Layer 2 CE devices.

The primar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yer 2 WAN transport QoS model and 
other SBA WAN QoS is specific to the WAN-aggregation CE router only. 
This router performs traffic-shaping both at the physical interface level 
and on a per-remote-site basis. This is referred to as HQoS with nested 
traffic-shaping.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Most business application traffic from the WAN-aggregation site to any 
remote site, or any traffic from a remote site to any other remote site, should 
be optimized. 

The use of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should be transparent to end users. The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design should include high-availability components 
to complement other high-availability components of the WAN design.

Design Parameters

This deployment guide uses certain standard design parameters and refer-
ences various network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that are not located within the 
WAN. These parameters are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able 6 -  Universal design parameters

Network service IP address

Domain name cisco.local

Active Directory, DNS server, DHCP server 10.4.48.10

Authentication Control System (ACS) 10.4.48.15

Network Time Protocol (NTP) server 10.4.48.17

数据机密性（加密）

所有远程站点流量在通过互联网等公共IP网络进行传输时必须加密。

加密技术的使用应避免对远程站点应用程序的性能或可用性造成影响，并应对最终用户

保持透明。

服务质量（QoS）

网络必须确保业务应用程序能够在网络拥塞期间在广域网上正常运行。流量必须进行分

类和排队，广域网连接必须能够调整，以便在连接的能力范围内工作。我们将这一过程

称为分层QoS（HQoS）。当广域网设计使用了提供有QoS的电信运营商的产品时，广

域网边缘QoS分类与处理方法必须与电信运营商的产品保持一致，以确保实现一致的端

到端QoS流量处理方法。

任意支持不同接入速度的多点广域网服务很容易出现流量溢出的问题。电信运营商可

以实施本身就带有QoS能力的第二层WAN传输方案，但本设计假定了由用户承担实施

QoS的责任，且QoS必须在所有广域网第二层CE设备上进行配置。

第二层广域网传输QoS模式和其他IBA智能业务平台广域网 QoS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

仅根据广域网汇聚CE路由器而定。这一路由器平台在物理接口层面和每个远程站点的

基础上都执行流量整形。我们将其称之为具有内嵌流量整形功能的HQoS。

应用优化

大多数从广域网汇聚站点到任意远程站点的业务应用流量，或从某一远程站点到任意其

他远程站点的流量，应进行优化。 

应用优化过程应对最终用户保持透明。应用优化设计应包含高可用性组件，以作为广域

网设计的其他高可用性组件的补充。

设计参数

本部署指南使用了特定标准设计参数，并参考了在广域网中不存在的多种网络基础设施

服务。这些参数如下表所列。 

表6. 通用设计参数

网络服务 IP地址

域名 cisco.local

Active Directory、DNS服务器、DHCP服务器 10.4.48.10

身份验证控制系统（ACS） 10.4.48.15

网络时间协议（NTP）服务器 10.4.48.17

部署广域网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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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为了远程站点用户能够有效地开展业务，企业需要广域网提供足够的性能和可靠性。尽

管远程站点员工使用的大多数应用和服务均位于中央位置，但广域网设计必须要为处于

任意位置的员工提供相同的资源访问体验。 

推动第二层广域网服务发展的主要市场因素包括激增的带宽要求以及不断增加的以太网

楼宇端接可用性。运营商能够以灵活的累加方式配置带宽，并基于已有的基础设施部署

这些服务。

为了控制运营成本，广域网必须在单个集中管理的基础设施上支持融合的语音、视频和

数据传输。第二层广域网服务可以为大都市区提供性能卓越、成本经济、高效可靠的服

务。在某些情况下，其覆盖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无处不在的运营商第二层广域网网

络，是企业在构建广域网时的一个重要选择。

为了降低支持新兴业务应用和通信的新技术的部署时间，广域网架构需要采用灵活的设

计。轻松扩充带宽或增加更多站点或弹性链路的能力，使得第二层广域网成为了发展中

企业的一个有效的广域网传输方案。

技术概述

城域100设计

城域100设计可支持多达100个远程站点，广域网汇聚总带宽最高可达1.0 Gbps。其中

最关键的设备为负责可靠IP转发和QoS的广域网路由器。这一设计使用配有嵌入式服务

处理器5（ESP5）的Cisco ASR1002汇聚多业务路由器作为广域网汇聚第二层WAN CE

路由器。 

城域100设计使用一个第二层广域网运营商和一台广域网汇聚CE路由器。分界使用

802.1Q封装来提供多VLAN支持。

部署第二层广域网
Cisco ASR 1000系列汇聚多业务路由器是一款下一代、模块化集成业务思科路由平

台。它们专为广域网汇聚而设计，具备出色的灵活性，能够支持广泛的3到16 Mpps数

据包转发能力和2.5到40 Gbps系统带宽，并可进一步扩展。Cisco ASR 1000系列在硬

件和软件方面均实现了全面的模块化。该款路由器具备真正的运营商级路由产品的全部

要素，能够出色地支持企业和电信运营商网络。 

图9. 城域100设计—第二层广域网连接

核心层

分布层

广域网汇聚CE

路由器：ASR1000

802.1Q Vlan中继

第二层

部署第二层广域网2012年上半年



17

Metro 25 Design

The Metro 25 design is intended to support up to 25 remote sites with a 
combined aggregate WAN bandwidth of up to 250 Mbps. The Metro 25 
design is essentially a smaller version of the Metro 100 design. This variant 
is included to provide a limited scale option. If further growth in bandwidth 
or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sites is expected, you should use the 
Metro 100 design. Using the larger design can prevent unnecessary 
downtime associated with a change to the primary site demarcation or a 
device upgrade. This design uses the ASR 1001 for the WAN-aggregation 
Layer 2 WAN CE router. The Metro 25 design uses a single Layer 2 WAN 
carrier and a single WAN-aggregation CE router. The demarcation uses 
simple access mode.

Figure 10 - Metro 25 design—Layer 2 WAN connection

Remote Sites—CE Router Selection

The actual WAN remote-site routing platforms remain unspecified because 
the specification is tied closely to the bandwidth required for a location and 
the potential requirement for the use of service module slots. The ability to 
implement this solution with a variety of potential router choices is one of the 
benefits of a modular design approach.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o consider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WAN remote-site 
routers. Among those, and key to the initial deployment, is the ability to 
process the expected amount and type of traffic. You also need t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enough interfaces, enough module slots, and a properly 
licensed Cisco IOS® Software image that supports the set of features that is 
required by the topology. Cisco tested four integrated service router models 
as Layer 2 WAN CE routers and the expected performance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able 7 -  WAN remote-site integrated service router options

Option 2911 2921 3925 3945

Ethernet WAN with services1 35 Mbps 50 Mbps 100 Mbps 150 Mbps

On-board GE ports 3 3 3 3

Service module slots2 1 1 2 4

Redundant power supply 
option

No No Yes Yes

Notes:

1. The performance numbers are conservative numbers obtained when 
the router is passing IMIX traffic with heavy services configured and the 
CPU utilization is under 75 percent.

2. Some service modules are double-wide.

The CE routers at the WAN remote sites connect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WAN aggregation CE router at the WAN-aggregation site. Depending on the 
service provider, the demarcation may be simple access mode or 802.1Q 
trunk mod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use multiple VLANs for connecting the 
remote-site routers, so if you are using a trunked demarcation, only a single 
VLAN should is necessary. 

The single link Layer 2 WAN remote site is the most basic of building blocks 
for any remote location. You can use this design with the CE router connected 
directly to the access layer, or you can use it to support a more complex LAN 
topology by connecting the CE router directly to a distribution layer.

部署第二层广域网2012年上半年

城域25设计

城域25设计可支持多达25个远程站点，广域网汇聚总带宽最高可达250 Mbps。城域

25设计从本质上而言是城域100设计的一个小型版本。这一版本用于提供有限的扩展能

力。如果预计带宽或站点数量会进一步增长，那么您应当使用城域100设计。使用更大

型的设计能够避免因主要站点分界更改或设备升级所引起的不必要的停机时间。这一设

计使用ASR 1001来支持广域网汇聚第二层WAN CE路由器。城域25设计使用一个第二

层广域网运营商和一台广域网汇聚CE路由器。分界采用简单接入模式。

图10. 城域25设计—第二层广域网连接

远程站点——CE路由器选择

因为平台规格与站点的带宽要求、以及潜在的服务模块插槽使用要求紧密相关，所以实

际的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平台仍未确定。模块化设计方法的优势之一，便是能够采用各

种可能的路由器选择来实施这一解决方案。 

在选择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时，有多种因素需要考虑。其中对于初始部署至关重要的

是，要能够处理预期的流量数量和类型。您还需要确保拥有足够的接口和模块插槽，以

及可支持拓扑所需特性集的相应思科IOS®软件映像。思科测试了四种集成多业务路由

器型号在用作第二层广域网CE路由器时的表现，预期性能如下表所示。

表7. 广域网远程站点集成多业务路由器选项

选项 2911 2921 3925 3945

包含服务的以太网广域网1 35 Mbps 50 Mbps 100 Mbps 150 Mbps

板载GE端口 3 3 3 3

服务模块插槽2 1 1 2 4

冗余电源选项 否 否 是 是

注：

 1.  性能数值为路由器在配置了大量服务、且CPU利用率低于75%时传输IMIX流量得 

  出的保守数字。

 2. 一些服务模块为双宽模块。

广域网远程站点的CE路由器与广域网汇聚站点的广域网汇聚CE路由器采用相同的连接

方式。根据电信运营商，分界可以是简单接入模式或是802.1Q中继模式。没有必要使用

多个VLAN来连接远程站点路由器。因此如果使用的是中继分界，仅需使用一个VLAN

即可。 

单链路第二层广域网远程站点是适用于任意远程站点的最基本的构建模块。对于CE路

由器直接连接到接入层的情况，您可以使用此设计，或者您可以通过将CE路由器与分

布层直接连接，来支持更复杂的局域网拓扑。

分布层

广域网汇聚CE

路由器：ASR1001

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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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路由非常简单，可在广域网汇聚站点使用静态路由和在远程站点使用静态缺省路由全

盘处理。然而，采用动态路由配置这一类型的站点能够带来巨大的价值。

在动态路由中，由于任意变更均能够立即反映到网络的其余部分，因此它能够显著简化

在远程站点添加或修改IP网络的工作。在您使用动态路由时，无需对广域网汇聚CE路

由器或其他远程站点CE路由器进行配置更改。

图11. 第二层广域网远程站点（单路由器，单链路）

您可以通过添加使用互联网上的DMVPN的替代性广域网传输方式，来扩大基本单链路

设计，连接到同一路由器或其他路由器上。通过添加额外链路，您可以为远程站点提

供第一级别的高可用性。路由器可以自动检测主要链路故障，并将流量重新路由到辅

助路径。当存在多条路径时，将强制使用动态路由。路由协议根据预期的流量情况进

行调节。

双路由器、双链路设计可进一步改进站点的高可用性级别。这种设计能够允许主要路由

器出现故障时，辅助路由器通过备用路径重新路由流量。

图12. 第二层WAN + DMVPN远程站点（双链路选项）

设计详情

广域网汇聚CE路由器与分布层中永续的交换设备相连接。所有设备使用由两个端口捆

绑组成的EtherChannel连接。这种设计可带来出色的永续性与更高的转发性能。您可

以通过增加EtherChannel中的物理链路数量实现更高的转发性能。

第二层广域网传输专注于提供以太网广域网服务，因此与除以太网之外的文档媒体类型

无关。

第二层WAN要求在提供商边缘（PE）路由器和CE路由器之间建立链路。然而，从第三

层的角度来看，第二层WAN PE路由器是透明的，因此广域网汇聚和远程站点CE被视为

跨广域网链路的IP邻接设备。CE路由器能够跨越第二层广域网与其他CE路由器直接进

行通信（CE-CE连接）。

第二层

第二层

DMVPN
DMVPN

互联网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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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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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第二层广域网简单点到点

电信运营商通过将广播域扩展至多个地点（其中每个地点都具有相应的PE路由器和相

关的CE路由器）来实施多点第二层WAN。对于电信运营商配置此项服务所采用的底层

技术，本指南不做讨论。思科没有PE路由器进行测试，其配置也未包含在本指南中。

图14. 第二层广域网简单点到多点

到多点第二层WAN传输的设备连接在逻辑上与到共享以太网段的连接相同。对于用户

的CE路由器而言，电信运营商设备是透明的。所有CE路由器彼此间都能够直接通信，

就好像他们处于同一个局域网之中一样。

CE路由器之间直接的第三层邻接

所有红色CE路由器之间直接的第三层邻接

所有红色CE路由器之间直接的

第三层邻接

图15. 第二层广域网简单点到多点（逻辑视图）

CE路由器是唯一需要具备IP路由信息的设备，以提供端到端可达性。无需与电信运营

商共享IP路由信息。维护这种路由信息通常需要路由协议，我们选择EIGRP来实现这一

目的。各个CE路由器会将其路由通告给CE路由器对等体。

随着CE设备不断增加，相互之间发送和接收更新的路由协议邻接设备的数量也在不断

增多。这会对路由器负责处理来自其他邻接设备的更新的CPU产生性能影响。这种影

响在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上尤其明显。第二层WAN CE路由器并非设计用于

支持大量的路由协议邻接设备。

广播媒介上路由协议邻接设备数量的限制因素是最小路由器CPU的处理能力。

有多种方法可以限制邻接设备的数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第二层广域网使用VLAN，

将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彼此之间隔离起来。主要差别就在于中继分界的使

用，它可以支持使用802.1Q标记以太网帧。.电信运营商只需更改边缘设置，以及将

VLAN标记帧传输给其他PE设备，便可以基于同样的基础设施提供这一附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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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ged Ethernet frames. The service provider can provide this additional 
capability over the same infrastructure though a change in the edge con-
figuration and by propagating VLAN tagged frames to other PE devices.

Figure 16 - Layer 2 WAN trunked point-to-multipoint

The device connections to a trunked multipoint Layer 2 WAN transport 
are logically equivalent to the connections to a common Ethernet that has 
implemented VLANs. The service provider devices are transparent to the 
subscriber’s CE routers. All CE routers attached to a particular VLAN are 
able to direct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Devices connected to multiple 
VLANs, such as the WAN-aggregation Layer 2 WAN CE router,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multiple sets of CE routers.

Figure 17 - Layer 2 WAN trunked point-to-multipoint (logical view)

Two separate EIGRP processes are used, one for internal routing on the LAN 
(EIGRP-100) and one for the Layer 2 WAN (EIGRP-300).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separate EIGRP processes is to simplify the route selection at the 
WAN-aggregation site when connecting multiple remote-site types, poten-
tially including MPLS WAN as used in other SBA WAN guides. This method 
ensures that all WAN learned routes appear as EIGRP external routes after 
they are redistributed into the EIGRP-100 process used on the campus LAN.

The Metro 25 design assumes a simple demarcation for both the WAN-
aggregation and remote-site routers. Therefore, in this design the WAN-
aggregation CE router and all of the remote-site CE routers are EIGRP 
neighbors. The Metro 100 design assumes a trunked demarcation for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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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第二层广域网中继点到多点（逻辑视图）

此设计中使用了两个独立的EIGRP进程，一个用于局域网上的内部路由（EIGRP-100），

另一个用于第二层WAN（EIGRP-300）。使用独立EIGRP进程的主要原因在于，当连接至

多个远程站点类型（包括在其他IBA智能业务平台广域网指南中所使用的MPLS广域网）

时，可简化广域网汇聚站点的路由选择工作。这一方法确保了广域网获知的所有路由在重

发布至园区局域网上使用的EIGRP-100进程后，显示为EIGRP外部路由。

城域25设计假定广域网汇聚和远程站点路由器采用的是简单分界。因此，在这一设计

中，广域网汇聚CE路由器和所有远程站点CE路由器都是EIGRP邻接设备。城域100设

计假定广域网汇聚和远程站点路由器采用的是中继分界。因此，在这一设计中，广域网

所有蓝色CE路由器之间直接

的第三层邻接

802.1q中继

所有红色CE路由器之间

直接的第三层邻接

CE PE

PE CE

PE CE

PE CE

PE CE

PE CE

PE CE

所有蓝色CE路由器之间

直接的第三层邻接

所有红色CE路由器之间

直接的第三层邻接

EIGRP

EIGRP

CE

CE

CE

CE

CE

CE

CE

802.1q
中继

图16. 第二层广域网中继点到多点

到中继式多点第二层WAN传输的设备连接在逻辑上与到实施了VLAN的通用以太网的连

接相同。对于用户的CE路由器而言，电信运营商设备是透明的。所有连接至特定VLAN

的CE路由器彼此之间都能够直接进行通信。连接至多个VLAN的设备，如广域网汇聚第

二次WAN CE路由器等，能够与多组CE路由器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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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CE路由器和所有远程站点CE路由器都是EIGRP邻接设备。只有连接到同一VLAN

的远程站点CE路由器是EIGRP邻接设备。

仅采用单一广域网传输方案的站点（单归属站点）不需要动态路由，可以使用静态路

由，因为到达任意目的地都只有一条路径。这一设计仅采用了动态广域网路由，以便在

单归属和双归属站点的配置间保持一致性。这还可以支持通过向现有远程站点添加一个

额外链路，从单归属站点轻松转变为双归属远程站点设计。

第二层广域网部署要求在每一个位置安装和配置CE路由器，包括广域网汇聚站点和每

个第二层广域网连接的远程站点。 

在广域网汇聚站点，第二层广域网CE路由器必须连接至分布层和相关的第二层广域网

运营商。该路由器使用一种路由协议（带有多个实例的EIGRP）来交换路由信息。路由

协议配置在缺省设置上进行了调节，以确保流量表现出预期的行为。城域100设计的路

由器接口使用多个子接口来映射到所采用的各种VLAN，而城域25设计则仅适用一个物

理接口来连接所有远程站点。下图显示了这两种广域网汇聚拓扑的IP路由详细信息。

图18. 城域100/城域25设计—第二层广域网路由详情

EIGRP

思科选择EIGRP作为主要的路由协议，因为它易于配置，不需要大量的规划工作，拥有

灵活的汇总和过滤功能，并且可扩展至大型网络。随着网络的扩大，路由表中的IP前缀

或路由的数量也将会相应增加。您应该在存在逻辑边界的链路上进行IP汇总，如分布层

到广域网或核心层的链路。通过执行IP汇总，您可以降低运行大型路由表所需的带宽、

处理器占用率和内存数量，同时降低当发生链路故障时所需的收敛时间。 

在这一设计中，EIGRP进程100是主要的EIGRP进程，被称作EIGRP-100。

EIGRP-100用于在广域网汇聚站点中，以连接主要站点局域网分布层，同时也可用于采

用两个广域网路由器或分布层局域网拓扑的广域网远程站点。

EIGRP进程300是第二层WAN EIGRP进程，被称作EIGRP-300。

EIGRP-300用于在广域网汇聚站点第二层广域网CE路由器和远程站点第二层广域

网CE路由器之间交换路由信息。您应当为所有远程站点路由器上的存根路由配置

EIGRP-300，以提高网络稳定性，降低资源消耗。

第二层 第二层

广域网分布层

802.1Q Vlan
中继

简单接入
第二层广域网

CE路由器

第二层广域网

CE路由器

广域网分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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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Port-channel5
 description METRO-ASR1000-1
 no switchport
 ip address 10.4.32.33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carrier-delay msec 0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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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详情

本部分中的程序步骤为某些设置提供了示例。您所使用的实际设置和值取决于您当前的

网络配置。

表8. 部署中使用的通用网络服务示例

汇聚路由器配置

1. 配置分布层交换机

2. 配置广域网汇聚平台

3. 配置到局域网的连接

4. 连接至第二层广域网

5. 配置EIGRP

服务 地址

主机名 METRO-ASR1000-1

路由器回环IP地址 10.4.32.245/32

路由器端口通道IP地址 10.4.32.34/30

流程

程序1 配置分布层交换机

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是通往企业主要园区和数据中心的路径。一个第三层端口通道接口

连接分布层交换机和广域网汇聚路由器，内部路由协议在该接口上进行对等通信。

步骤1：配置第三层端口通道接口并分配IP地址。

读者提示

技术提示

此流程假设分布层交换机已经按照《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

平台—无边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中的指导进行配置。其中仅包

括支持将广域网汇聚路由器集成到部署中所需的程序。 

作为一种最佳实践，请尽可能在链路两端使用相同的通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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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description METRO-ASR1000-1 Gig0/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1
 description METRO-ASR1000-1 Gig0/0/1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2/0/1
  no switchport
  macro apply EgressQoS
  carrier-delay msec 0
  channel-protocol lacp
  channel-group 5 mode active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logging event bundle-status
  no shutdown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1/1/1, 
TenGigabitEthernet2/1/1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100 10.4.32.0 255.255.248.0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100 10.5.0.0 255.255.0.0

router eigrp 100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1

 

hostname METRO-ASR1000-1

ip domain-name cisco.local
ip ssh version 2
no ip http server
ip http secure-server
line vty 0 15
  transport input ssh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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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配置EtherChannel成员接口。

使用channel-group命令，将物理接口配置为与逻辑端口通道相关联。端口通道和通道

组的编号必须匹配。

此外，采用在平台配置程序中定义的出口QoS宏，以确保正确地划分流量优先级。

步骤3：配置连接到局域网核心层的接口，以汇总（summarize）广域网网络范围。

步骤4：允许路由协议在端口通道上形成邻居关系。

在本设计中，有些特性和服务在所有广域网汇聚路由器间是相同的。这些系统设置能够

简化并保护解决方案的管理。 

步骤1：配置设备主机名

配置设备主机名称，以便轻松识别设备。

步骤2：配置设备管理协议。

安全HTTP（HTTPS）和安全外壳（SSH）是HTTP和Telnet协议的安全替代品。它们使

用安全套接字层（SSL）和传输层安全（TLS）提供了设备身份验证和数据加密功能。

通过使用SSH和HTTPS协议，能对局域网设备进行安全的管理。这两个协议均进行了

加密，可提供信息保密性，而不安全协议Telnet和HTTP则被关闭。 

启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后，能够通过网络管理系统（NMS）对网络基础设

施设备进行管理。SNMPv2c针对只读和读写团体字符串（community string）进行了

配置。 

步骤3：配置安全用户身份验证。 

启用身份验证、授权与记账（AAA）来支持访问控制。所有针对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的

管理访问（SSH和HTTPS）均受到AAA的控制。 

程序2 配置广域网汇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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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secret c1sco123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c1sco123
aaa new-model
!
tacacs server TACACS-SERVER-1
 address ipv4 10.4.48.15
 key SecretKey
!
aaa group server tacacs+ TACACS-SERVERS
 server name TACACS-SERVER-1
!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exec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console
ip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ntp server 10.4.48.17
!
clock timezone PST -8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line con 0
 logging synchronous

interface loopback 0
  ip address 10.4.32.245 255.255.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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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ACS+是在基础设施设备上向A A A服务器验证管理登录所采用的主要协议。此

外，系统还在每个网络基础设施设备上定义了一个本地AAA用户数据库，用于在中央

TACACS+服务器不可用时，提供备用身份认证源。

步骤4：配置同步时钟。

网络时间协议（NTP）用于同步网络设备。NTP网络通常从权威时间源，如与时间服务

器相连的无线电时钟或原子钟那里获取时间信息。然后NTP在企业网络中分发此信息。 

读者提示

本架构中使用的AAA服务器是思科ACS。如需了解有关ACS配置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网络设

备身份验证与授权部署指南》。

您应将网络设备设定为与网络中的本地NTP服务器保持同步。本地NTP服务器通常会参

考来自外部来源的更准确的时钟信息。通过对控制台消息、日志和调试报告进行配置，

在输出时添加时间戳，您可以实现对网络中事件的交叉参考。

当启用同步记录未请求信息和调试报告时，在显示或打印交互式CLI输出结果后，控制

台日志信息将在控制台上显示。借助这一命令，您可以在启用调试流程时，继续在设备

控制台上输入信息。

步骤5：配置带内管理接口

回环接口是一个逻辑接口，只要设备通电且IP接口能接入网络，它就始终可连接。基于

此功能，回环地址是带内管理交换机的最佳方法。第三层进程和功能也捆绑于此回环接

口，以确保进程永续性。 

回环地址通常是一个带32位地址掩码的主机地址。从分布层交换机向网络其余部分汇

总的IP地址块中分配回环地址。

ip pim sparse-mode命令将在此程序中做进一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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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0
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ip tacacs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ntp source Loopback0

router eigrp 100
  network 10.4.0.0 0.1.255.255
  no auto-summary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eigrp router-id 10.4.32.241

ip multicast-routing distributed

ip pim autorp listener

ip pim sparse-mode

 

interface Port-channel5
  ip address 10.4.32.34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WAN-D3750X Gig1/0/6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WAN-D3750X Gig2/0/6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0/0/0, GigabitEthernet0/0/1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5 mode active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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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SNMP和SSH进程绑定到回环接口地址，以实现最高永续性：

步骤6：配置IP单播路由

EIGRP面向局域网分布层或核心层进行配置。在这一设计中，端口通道接口和回环接口

必须为EIGRP接口。回环接口可能仍然是被动接口。网络范围必须在单个网络声明或多

个网络声明中包含这两个接口IP地址。这一设计采用了将路由器ID指派给回环地址的最

佳实践。

步骤7：配置IP组播路由。

IP组播允许基础设施（路由器和交换机）复制单个IP数据流，然后将其从一个源设备发

送到多个接收设备。与多个独立单播流或传播至所有地点的广播流相比，使用IP组播更

为高效。IP电话等待音乐（MOH）和IP视频广播流就是IP组播应用的两个实例。 

为了接收特定的IP组播数据流，终端主机必须通过向其本地组播路由器发送IGMP消

息，加入组播组。在传统的IP组播设计中，本地路由器会询问网络中充当RP的另一个

路由器，将接收设备映射到活动源设备上，以便它们能够加入其数据流。 

在此设计中，在稀疏模式组播基础上，思科使用任意播RP提供了一种简单但便于扩展

的方法，能够支持高永续性RP环境。 

在全局配置模式下，在平台上启用IP组播路由。

必须配置每个第三层交换机和路由器，以便利用autorp来发现IP组播RP。使用ip pim 

autorp listener命令，来支持跨稀疏模式链路的发现。这一配置支持在未来对IP组播环

境进行扩展和控制，并可根据网络需求与设计进行变更。

网络中所有的第三层接口均必须启用，以支持稀疏模式组播操作。 

到邻接分布层的任何链路都应当是第三层链路或第三层以太通道（EtherChannel）。

步骤1：配置第三层接口

步骤2：配置EtherChannel成员接口。

使用channel-group命令，将物理接口配置为与逻辑端口通道相关联。端口通道和通道

组的编号必须匹配。

程序3 配置到局域网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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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 eigrp 100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 5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bandwidth [bandwidth (kbps)]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encapsulation dot1Q [Vlan number]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ip pim sparse-mode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no cdp enable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
 bandwidth 500000
 ip address 10.4.38.1 255.255.255.0
 ip pim sparse-mode
 no cdp enable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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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配置EIGRP接口

允许EIGRP在接口上形成邻居关系，以建立对等邻接性和交换路由表。

步骤1：指定接口带宽

带宽值应与实际的接口速度相对应，或如果您采用了子速率服务，则使用由运营商规定

的速率。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子速率为500 Mbps的千兆位接口（1000 Mbps）。

步骤2：为广域网接口分配IP地址和子网掩码

CE路由器之间使用的IP地址必须提供足够的主机地址，以便支持广域网汇聚CE路由器

和多达25个远程站点CE路由器。这一设计采用了局域网编址常用的255.255.255.0子

网掩码。这样要比采用不同的子网掩码来保存IP地址更为有效。作为最佳实践，VLAN

编号和子接口编号应当匹配。

程序4 连接至第二层广域网

技术提示

命令参考：

    bandwidth kbps

500 Mbps = 500000 kbps

表9. 第二层广域网传输IP地址信息

第二层广域网 接口 VLAN 子接口 网络 CE路由器地址

城域25 gig0/0/3 无 无 10.4.38.0/24 .1

城域100 gig0/0/3
38 gig0/0/3.38 10.4.38.0/24 .1

39 gig0/0/3.39 10.4.39.0/24 .1

如果连接到了城域25的一个简单分界，请使用下列配置。

针对城域100中继分界上的每个VLAN，使用以下配置。

步骤3：强制启用接口和禁用思科发现协议。

思科不建议在外部接口上使用思科发现协议。

示例（城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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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
 bandwidth 500000
 no cdp enable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38
 encapsulation dot1Q 38
 ip address 10.4.38.1 255.255.255.0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39
 encapsulation dot1Q 39
 ip address 10.4.39.1 255.255.255.0
 ip pim sparse-mode

 

router eigrp 300
 network [L2 WAN network 1] [inverse mask]
 network [L2 WAN network 2] [inverse mask] ! if necessary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L2 WAN interface 1]
 no passive-interface [L2 WAN interface 2] ! if necessary
 eigrp router-id [IP address of Loopback0] 
 no auto-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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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城域100）

广域网汇聚第二层广域网CE路由器使用两个EIGRP进程。增加一个进程主要是为了确

保从广域网远程站点中获知的路由，能够在广域网分布层交换机上显示为EIGRP外部路

由。如果仅使用一个进程，远程站点路由将在广域网分布层交换机上显示为EIGRP内部

路由，这将与其他SBA广域网部署指南相矛盾。

步骤1：针对第二层广域网启用另一个进程—EIGRP-300。

配置EIGRP-300，用于支持第二层广域网接口或子接口。第二层广域网接口或子接口是

唯一的EIGRP-300接口，应将其网络范围明确列出。根据要求，针对所有第二层广域网

接口重复这一步骤。

程序5 配置EIGRP

步骤2：配置路由映射表，以标记路由和拦截路由。

这一设计使用了相互路由重分布；来自EIGRP-300进程中的第二层广域网路由重分布到

EIGRP-100中，而其他从EIGRP-100获知的路由则重分布到EIGRP-300中。因为路由协

议相同，所以无需缺省度量值。

当您使用这一共同路由重分布时，紧密控制不同路由协议间共享路由信息的方式非常重

要；否则您可能会遇到路由翻动（flapping）问题，即特定路由在设备路由表中重复进

行安装和撤销。正确的路由控制保障了路由表的稳定。

该路由器与其他IBA智能业务平台部署中的其他路由器使用入站分发列表，并采用路由

映射表来限制哪些路由能够安装到路由表中。这些路由器被配置为拦截来自某些其他广

域网资源的路由。要完成这项任务，您必须创建一个可以根据特定路由标记来匹配源自

广域网的任何路由项的路由映射表。这种方法可动态识别各种广域网路由。所用的特定

路由标记如下所示。

这项任务还需要广域网汇聚CE路由器在路由重分布过程中明确标记出第二层广域网获知

的广域网路由。要做到这一点，您必须创建一个额外的路由映射表来匹配路由的源接口。

表10. 广域网汇聚第二层WAN CE路由器的路由标记信息

技术提示

如果您配置共同路由重分布，而没有配置相应的匹配、标记和过滤，那么可

能会发生路由翻动，从而导致不稳定性。

标记 路由来源 标记方法 动作

65401 MPLS VPN A 隐含 接受

65402 MPLS VPN B 隐含 接受

300 第二层广域网 显式 标记

65512 DMVPN中枢路由器 显式 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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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map BLOCK-TAGGED-ROUTES deny 10
 match tag 65512
!
route-map BLOCK-TAGGED-ROUTES permit 20

route-map SET-ROUTE-TAG-METROE permit 10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3.38 
GigabitEthernet0/0/3.39
 set tag 300

router eigrp 100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TAGGED-ROUTES in 
 redistribute eigrp 300 route-map SET-ROUTE-TAG-METROE
!
router eigrp 300
 redistribute eigrp 100

route-map BLOCK-TAGGED-ROUTES deny 10
 match tag 65512
!
route-map BLOCK-TAGGED-ROUTES permit 20
!
route-map SET-ROUTE-TAG-METROE permit 10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3.38 
GigabitEthernet0/0/3.39
 set tag 300
!
router eigrp 100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TAGGED-ROUTES in 
 redistribute eigrp 300 route-map SET-ROUTE-TAG-METROE
!
router eigrp 300
 network 10.4.38.0 0.0.0.255
 network 10.4.39.0 0.0.0.255
 redistribute eigrp 100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3.38
 no passiv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3.39
 eigrp router-id 10.4.3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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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包含了参考设计中的所有广域网路由来源。根据您网络的实际设计，您可能需要

使用更多或更少的标记。 

重要的是，当创建拦截路由映射表时，您应在最后应包括一个permit语句，以允许安装

带有非匹配标记的路由。

您需要适当地标记第二层广域网路由，以便与其他IBA部署保持一致。

城域25设计在匹配语句中需要一个接口，而城域100设计则需要多个子接口。

步骤3：配置EIGRP相互路由重分布。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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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流程来进行以下任何情形的配置：

● 面向第二层广域网远程站点的第二层WAN CE路由器（单路由器、单链路）

● 第二层WAN + DMVPN远程站点。当对单路由器、双链路设计中的双角色第二层WAN 

CE和DMVPN分支路由器或双路由器、双链路设计中的第一台路由器进行初始配置

时，可使用这些程序。

流程

程序1 配置广域网远程路由器

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配置

 1. 配置广域网远程路由器

 2. 连接至第二层WAN

 3. 配置EIGRP

 4. 配置接入层路由

 5. 配置接入层HSRP

 6. 配置过境网络

 7.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8. 启用增强的对象跟踪

 9. 配置局域网交换机

 10. 配置回环永续性

以下流程图对远程站点第二层广域网CE路由器的配置流程做了详细介绍。

图19. 远程站点第二层广域网CE路由器配置流程图

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

单路由器、单链路

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

单路由器、双链路

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

双路由器、双链路（第一台路由器）

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

配置程序
1.  完成广域网路由器通用配置

2.  连接至第二层WAN
3.  配置EIGRP

分布层设计？ 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

分布层程序

双路由器设计？

1. 连接至分布层

2.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4. 配置接入层路由
5. 配置接入层HSRP
6. 配置传输网络
7.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8. 启用增强的对象跟踪
9. 配置广域网交换

双路由器设计？

3. 配置传输网络

第二层WAN CE路由

器配置完成  
配置第二台

远程站点路由器

第二层WAN CE
路由器配置完成

配置第二台

远程站点路由器

否 是

是否

是否

在本设计中，有些特性和服务在所有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间是相同的。这些系统设置

能够简化并保护解决方案的管理。 

步骤1：配置设备主机名称，以便轻松识别设备。

步骤2：配置设备管理协议。

安全HTTP（HTTPS）和安全外壳（SSH）是HTTP和Telnet协议的安全替代品。它们使

用安全套接字层（SSL）和传输层安全（TLS）提供了设备身份验证和数据加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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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domain-name cisco.local
ip ssh version 2
no ip http server
ip http secure-server
line vty 0 15
  transport input ssh

-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enable secret c1sco123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c1sco123
aaa new-model
!
tacacs server TACACS-SERVER-1
 address ipv4 10.4.48.15
 key SecretKey
!
aaa group server tacacs+ TACACS-SERVERS
 server name TACACS-SERVER-1
!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exec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console
ip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ntp server 10.4.48.17
ntp update-calendar
!
clock timezone PST -8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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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SSH和HTTPS协议，能对局域网设备进行安全的管理。这两个协议均进行了

加密，可提供信息保密性，而不安全协议Telnet和HTTP则被关闭。 

启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后，能够通过网络管理系统（NMS）对网络基础设

施设备进行管理。SNMPv2c针对只读和读写团体字符串（community string）进行了

配置。 

步骤3：配置安全用户身份验证。

启用身份验证、授权与记账（AAA）来支持访问控制。所有针对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的

管理访问（SSH和HTTPS）均受到AAA的控制。 

TACACS+是在基础设施设备上向A A A服务器验证管理登录所采用的主要协议。此

外，系统还在每个网络基础设施设备上定义了一个本地AAA用户数据库，用于在中央

TACACS+服务器不可用时，提供备用身份认证源。

本架构中使用的AAA服务器是思科身份认证控制系统（ACS）。如需了

解有关ACS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

务平台——无边界网络网络设备身份验证与授权部署指南》。

步骤4：配置同步时钟。

网络时间协议（NTP）用于同步网络设备。NTP网络通常从权威时间源，如与时间服务

器相连的无线电时钟或原子钟那里获取时间信息。然后NTP在企业网络中分发此信息。 

您应将网络设备设定为与网络中的本地NTP服务器保持同步。本地NTP服务器通常会参

考来自外部来源的更准确的时钟信息。通过对控制台消息、日志和调试报告进行配置，

在输出时添加时间戳，您可以实现对网络中事件的交叉参考。

读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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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con 0
 logging synchronous

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ip address] 255.255.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 0
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 0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ip tacacs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ntp source Loopback0

ip multicast-routing

ip pim autorp listener

ip pim sparse-mode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bandwidth [bandwidth (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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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启用同步记录未请求信息和调试报告时，在显示或打印交互式CLI输出结果后，控制

台日志信息将在控制台上显示。借助这一命令，您可以在启用调试流程时，继续在设备

控制台上输入信息。

步骤5：配置带内管理接口

回环接口是一个逻辑接口，只要设备通电且IP接口能接入网络，它就始终可连接。基于

此功能，回环地址是带内管理交换机的最佳方法。第三层进程和功能也捆绑于此回环接

口，以确保进程永续性。 

回环地址通常是一个带32位地址掩码的主机地址。从一个不属于任何其他内部网络汇

总范围的独特网络范围中分配远程站点路由器回环IP地址。

ip pim sparse-mode命令将在此程序中做进一步介绍。

将SNMP和SSH进程绑定到回环接口地址，以实现最高永续性：

步骤6：配置IP组播路由。

IP组播允许基础设施（即路由器和交换机）复制单个IP数据流，然后将其从一个源设备

发送到多个接收设备。与多个独立单播流或传播至所有地点的广播流相比，使用IP组播

更为高效。IP电话等待音乐（MOH）和IP视频广播流是两个IP组播应用的范例。 

为了接收特定的IP组播数据流，终端主机必须通过向其本地组播路由器发送IGMP消

息，加入组播组。在传统的IP组播设计中，本地路由器会询问网络中充当RP的另一个

路由器，将接收设备映射到活动源设备上，以便它们能够加入其数据流。 

在此设计中——基于稀疏模式组播操作，思科使用autorp提供了一种简单但可扩展的方

法，来构建具备高永续性的RP环境。 

在全局配置模式下，在平台上启用IP组播路由。

必须配置每个第三层交换机和路由器，以便利用autorp来发现IP组播RP。使用ip pim 

autorp listener命令，来支持跨稀疏模式链路的发现。这一配置支持在未来对IP组播环

境进行扩展和控制，并可根据网络需求与设计进行变更。

网络中所有的第三层接口均必须启用，以支持稀疏模式组播操作。 

步骤1：指定接口带宽

带宽值应与实际的接口速度相对应，或如果您采用了子速率服务，则使用由运营商规定

的速率。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子速率为10 Mbps的千兆位接口（1000 Mbps）。

程序2 连接至第二层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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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ip pim sparse-mode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encapsulation dot1Q [Vlan number]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ip pim sparse-mode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no cdp enable
 no shutdown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as number (Layer 2 WAN)] [summary 
network] [summary mask]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bandwidth 10000
 ip address 10.4.38.210 255.255.255.0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300 10.5.144.0 255.255.248.0
 no cdp enable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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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为广域网接口分配IP地址和子网掩码

CE路由器之间使用的IP地址必须提供足够的主机地址，以支持广域网汇聚CE路由器和

多达25个远程站点CE路由器。这一设计采用了局域网编址常用的255.255.255.0子网掩

码。这样要比采用不同的子网掩码来保存IP地址更为有效。作为最佳实践，VLAN编号

和子接口编号应当匹配。

表11. 第二层广域网传输IP地址信息

技术提示

命令参考：

    bandwidth kbps

10 Mbps = 10000 kbps

第二层广域网 接口 VLAN 子接口 网络

CE路由器

地址

城域25 gig0/0/4 无 无 10.4.38.0/24 .1

城域100 gig0/0/4
38 gig0/0/3.38 10.4.38.0/24 .1

39 gig0/0/3.39 10.4.39.0/24 .1

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的配置取决于电信运营商是否已实施了简单分界或中继

分界（trunked demarcation）。

简单分界采用以下配置。即使广域网汇聚第二层广域网CE路由器采用的是中继分

界，也可以采用这一连接类型。但是，这需要电信运营商为远程站点连接分配适当的

VLAN。

中继分界采用以下配置。VLAN编号和IP网络必须与广域网汇聚第二层WAN CE路由器

上所选的VLAN编号和IP网络相匹配。

步骤3：强制启用接口和禁用思科发现协议。思科不建议在外部接口上使用思科发现

协议。

步骤4：配置EIGRP。

远程站点局域网必须被通告。远程站点的IP分配经过专门设计，旨在确保正在使用的

所有网络均能够在单个汇聚路由中进行汇总。如下配置的汇总地址可以禁止更多特定

的路由。如果汇总中的任意网络出现在路由表中，汇总将被通告给第二层WAN，从而

提供了一种永续性措施。如果各个局域网不能进行汇总，那么EIGRP将继续通告特定

的路由。

示例（简单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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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bandwidth 10000
 no cdp enable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38
 encapsulation dot1Q 38
 ip address 10.4.38.210 255.255.255.0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300 10.5.144.0 255.255.248.0

 

router eigrp 300
 network [L2 WAN network] [inverse mask]
 network [WAN remote range] [inverse mask]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L2 WAN interface]
 eigrp router-id [IP address of Loopback0] 
 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no auto-summary

router eigrp 300
 network 10.4.38.0 0.0.0.255
 network 10.5.0.0 0.0.255.255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38
 eigrp router-id 10.5.144.254
 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no auto-summar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number]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encapsulation dot1Q [dot1q VLAN ta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encapsulation dot1Q [dot1q VLAN tag]
 ip address [LAN network 1] [LAN network 1 netmask]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spars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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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继分界）

一个EIGRP-300进程在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上运行。路由器上的所有接口均

为EIGRP接口，但只有第二层WAN接口采用非被动设置。网络范围必须在单个网络声

明或多个网络声明中包含所有接口IP地址。这一设计采用了将路由器ID指派给回环地址

的最佳实践。所有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应运行EIGRP存根路由，以提高网络

稳定性和降低资源消耗。

示例（中继分界）

程序3 配置EIGRP

程序4 配置接入层路由

在接入层设计中，远程站点使用紧缩路由（collapsed routing），并通过802.1Q中继接

口连接至局域网接入层。VLAN编号仅在本地有意义。接入交换机仅限用于第二层。

步骤1：启用物理接口

步骤2：创建子接口和分配VLAN标记。

在启用了物理接口后，您可以将相应的数据或语音子接口映射到局域网交换机的VLAN

上。子接口编号不需要与802.1Q标记保持一致，但通过保持一致您可以简化整体配置。

配置的子接口部分将在所有数据或语音VLAN上重复进行。

步骤3：为每一个子接口配置IP设置

这一设计使用了IP编址惯例，缺省网关路由器分配到的IP地址和IP掩码组合是N.N.N.1 

255.255.255.0，其中N.N.N是IP网络，1是IP主机。

在这一设计中，所有使用DHCP进行终端站IP分配的路由器局域网接口，必须使用IP 

helper来到达中央DHCP服务器。 

如果远程站点路由器是双路由器设计中的第一台路由器，则需要在接入层配置HSRP。



34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4
 description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4
 ip address 10.5.12.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5
 description Wireless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5
 ip address 10.5.10.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9
 description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69
 ip address 10.5.13.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70
 description Wireless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70
 ip address 10.5.11.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sparse-mod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number]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64,65,69,7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ip arp inspection trust 
  ip dhcp snooping trust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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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步骤4：在局域网交换机上配置中继（trunk）。

使用一个802.1Q trunk来连接此上游设备，允许该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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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接入层交换机上处于活动状态

的VLAN。DHCP监听和地址解析协议（ARP）检测设置为可信。 

Catalyst 2960-S和4500不需要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以下程序（程序5至程序8）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您需要配置HSRP来支持使用虚拟IP（VIP）作为缺省网关，在两台路由器之间共享。

HSRP活动路由器是连接至第二层WAN的第二层WAN CE路由器，HSRP备用路由器

是连接至备用链路的路由器。配置HSRP活动路由器，其备用优先级高于HSRP备用

路由器。

拥有较高备用优先级的路由器被用作HSRP活动路由器。抢占（preempt）选项可以让

拥有较高优先级的路由器成为HSRP活动路由器，而无需等到环境中没有HSRP活动路

由器时才转变状态。针对路由器配置的相关HSRP参数如下表所示。

程序5 配置接入层HS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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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encapsulation dot1Q [dot1q VLAN tag]
 ip address [LAN network 1 address] [LAN network 1 netmask]
 ip helper-address [IP address of DHCP server] 
 ip pim sparse-mode
 ip pim dr-priority [PIM DR priority]
 standby [number] ip [LAN network 1 gateway address]
 standby [number] priority [priority]
 standby [number] preemp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4
 description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4
 ip address 10.5.12.2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10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1 ip 10.5.12.1
 standby 1 priority 110
 standby 1 preemp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5
 description Wireless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5
 ip address 10.5.10.2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10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1 ip 10.5.10.1
 standby 1 priority 110
 standby 1 preemp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9
 description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69
 ip address 10.5.13.2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10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1 ip 10.5.13.1
 standby 1 priority 110
 standby 1 pree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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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广域网远程站点HSRP参数（双路由器）

路由器

HSRP

角色

VIP

地址

实际IP

地址

HSRP

优先级

PIM DR

优先级

第二层WAN CE路由器

（主要）

活动 .1 .2 110 110

DMVPN分支路由器 备用 .1 .3 105 105

分配的IP地址将取代在前一程序中配置的地址，因此缺省网关IP地址将在拥有一台或两

台路由器的各个位置保持一致。

双路由器接入层设计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以支持弹性组播。PIM指定路由器（DR）应

位于HSRP活动路由器之上。DR通常基于最高的IP地址选出，而与HSRP配置无关。在

这一设计中，HSRP活动路由器的实际IP地址低于HSRP备用路由器，因此需要对PIM配

置进行修改。可以通过明确设置路由器上面向局域网的子接口的DR优先级，来对PIM 

DR选择施加影响。

此程序应针对所有数据或语音子接口重复进行。

技术提示

上表中显示的HSRP优先级和PIM DR优先级有着相同的值，然而，并不

要求您使用相同的值。

示例——第二层WAN CE路由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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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70
 description Wireless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70
 ip address 10.5.11.2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10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1 ip 10.5.11.1
 standby 1 priority 110
 standby 1 preempt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encapsulation dot1Q [dot1q VLAN tag]
 ip address [transit net address] [transit net netmask]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99
 description Transit Net
 encapsulation dot1Q 99
 ip address 10.5.152.1 255.255.255.252

 

router eigrp [as number]
 network [network] [inverse mask]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interface]
 eigrp router-id [IP address of Loopback0] 
 no auto-summary

router eigrp [as number]
 redistribute eigrp [as number (Layer 2 WAN)]

router eigrp 100
 network 10.5.0.0 0.0.255.255
 redistribute eigrp 300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99
 eigrp router-id 10.5.152.254
 no auto-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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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两台路由器之间需要配置过境网络。该网络用于支持路由器间通信，并避免“发夹”问

题。过境网络应在已被用于数据或语音服务的路由器接口上使用一个额外的子接口。

这一网络未连接终端站，因此不需要HSRP和DHCP。

示例——第二层WAN CE路由器（主要）

程序6 配置过境网络

程序7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您必须在两台路由器之间配置一个路由协议。这可以确保HSRP活动路由器获得所有广

域网远程站点的全部可达性信息。

步骤1：启用EIGRP-100。

配置面向接入层的EIGRP-100。在这一设计中，所有面向局域网的接口和回环接口均必

须为EIGRP接口。除了过境网络子接口外，所有接口均必须设置为被动。网络范围必须

在单个网络声明或多个网络声明中包含所有接口IP地址。这一设计采用了将路由器ID指

派给回环地址的最佳实践。不包括作为EIGRP接口的第二层广域网接口。 

步骤2：将EIGRP-300重分布至EIGRP-100中。

EIGRP-300已配置用于支持第二层广域网接口。来自此EIGRP进程的路由被重分布。由

于路由协议相同，因此无需缺省度量值（metric ）。 

示例——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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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sla [probe number]
 icmp-echo [probe destination IP address] source-interface 
[WAN interface]
 timeout 1000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probe number]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track [tracked obj number] ip sla [probe number] reachability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encapsulation dot1Q [dot1q VLAN tag]
 ip address [LAN network 1 address] [LAN network 1 netmask]
 standby [number] ip [LAN network 1 gateway address]
 standby [number] priority [priority]
 standby [number] preempt
 standby [number] track [tracked obj number] decrement 
[priorit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4
 description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4
 ip address 10.5.156.2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standby 1 ip 10.5.156.1
 standby 1 priority 110
 standby 1 preempt
 standby 1 track 50 decrement 10
!
track 50 ip sla 100 reachability
!
ip sla 100
 icmp-echo 10.4.38.1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38
 timeout 1000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00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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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除非被重新加载或出现故障，否则HSRP活动路由器将始终用作活动路由器。将HSRP

路由器保持用作活动路由器可能会导致意外的行为。如果第二层广域网传输方案发生故

障，HSRP活动路由器将通过到HSRP备用路由器的过境网络获得一条备用路径，并通

过该备用路径转发流量。这是次优路由，您可以使用EOT来确定它。

HSRP活动路由器（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可使用IP SLA特性向广域网汇聚第二层

WAN CE路由器发送echo探测。如果该广域网汇聚路由器不可到达，HSRP活动路由器

将会降低自己的HSRP优先级，以便HSRP备用路由器能够取得优先权，成为HSRP活动

路由器。

此程序仅适用于连接到第二层WAN传输方案的路由器。

步骤1：启用IP SLA探测

使用标准ICMP echo（ping）探测，并以15秒的间隔来发送它们。响应必须在1000毫

秒时间内收到。如果将广域网汇聚第二层WAN CE路由器作为探测目的地，则该目的地

地址应该与表11中映射到远程站点层WAN CE所用各个VLAN的指定值相符。 

步骤2：配置EOT

跟踪对象基于IP SLA探测创建。被跟踪的对象即代表着探测到达与否。如果探测成功，

跟踪对象的状态为Up；如果失败，跟踪对象的状态为Down。

程序8 启用增强的对象跟踪
步骤3：连接HSRP与跟踪对象

所有数据或语音子接口均应启用HSRP跟踪。

HSRP可以监控跟踪对象的状态。如果状态为Down，HSRP优先级将根据配置的优先级

进行降低。当优先级降低到一定程序，HSRP备用路由器将取得优先权。

示例（中继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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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ul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number]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number]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64,65,69,70,99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ip arp inspection trust 
  ip dhcp snooping trust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ip access-list standard R[number]-LOOPBACK
permit [IP Address of Adjacent Router Loopback]
!
route-map LOOPBACK-ONLY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R[number]-LOOPBACK

router eigrp [as]
redistribute eigrp 100 route-map LOOPBACK-ONLY
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redistributed

router bgp 65511
 network 10.5.12.0 mask 255.255.255.0
 network 10.5.13.0 mask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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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局域网交换机上的中继配置

一个802.1Q trunk用于连接此上游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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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接入层交换机上处于活动状态的VLAN。DHCP监

听和ARP检测被设置为可信。 

Catalyst 2960-S和4500不需要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程序9 配置局域网交换机 程序10 配置回环永续性

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远程站点路由器通过回环接口配置带内管理。要确保双路由器设计中的回环接口可达

性，须将邻接路由器的回环重分布至广域网路由协议中。

如果广域网协议是EIGRP

步骤1：配置一个访问列表来限制重分布仅包含邻接路由器的回环IP地址。

步骤2：配置EIGRP来重分布邻接路由器的回环IP地址。必须对EIGRP存根（stub）路

由进行调整，以允许重分布的路由。

如果广域网协议是BGP

步骤3：配置BGP来通告邻接路由器的回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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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企业要求广域网能够为远程站点用户提供卓越的性能和出色的可靠性，以有效支持业务

的开展。尽管远程站点员工使用的大多数应用和服务均位于中央位置，但广域网设计必

须要为处于任意位置的员工提供相同的资源访问体验。 

对于使用广域网传输方案来支持远程站点连接的企业而言，基于运营商的MPLS服务和

第二层WAN服务并不总是可用或者经济高效。基于互联网的IP VPN提供了一种可选的

传输方案，您可以将其作为主要网络传输方案的弹性备用方案，或者是远程站点的主要

网络传输方案。灵活的网络架构应在不会显著增加整体设计复杂性的情况下，将互联网

VPN包含在传输方案中。

虽然互联网IP VPN网络为建立有效的广域网连接提供了一种富有吸引力的选择，但企

业在任何时候通过公共网络发送数据，都会面临数据泄露的风险。数据丢失或损坏可能

导致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公共形象，而这些都会对企业造成严重的财务影响。通过互联

网等公共网络进行安全的数据传输要求进行充分的加密，来保护业务信息。

技术概述

城域100设计

城域100设计可支持多达100个远程站点，广域网汇聚总带宽最高可达1.0 Gbps。其

中最关键的设备为负责可靠IP转发和QoS的广域网路由器。这一设计使用支持ESP5的

Cisco ASR1002汇聚多业务路由器作为DMVPN中枢路由器。 

城域100设计采用一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一个DMVPN中枢路由器。 

部署动态多点虚拟
专用网（DMVPN）
 WAN

DMVPN VPN路由器通过包含在互联网边缘中的防火墙隔离区（DMZ）接口与互联网间

接相连。主要站点互联网连接的更多详情在《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

无边界网络互联网边缘部署指南》中进行介绍。VPN中枢路由器连接至防火墙DMZ接

口，而非直接连接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路由器。

图20. 城域100设计—DMVPN连接

核心层

分布层

DMVPN中枢路由器：

ASR1000

互联网边缘

互联网

Cisco ASR1000系列汇聚多业务路由器是一款下一代、模块化集成业务思科路由平台。

它们专为广域网汇聚而设计，具备出色的灵活性，能够支持广泛的3到16 Mpps数据包

转发能力和2.5到40 Gbps系统带宽，并可进一步扩展。 

部署动态多点虚拟专用网（DMVPN）WAN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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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SR 1000系列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均实现了全面的模块化。该款路由器具备真正

的运营商级路由产品的全部要素，能够出色地支持企业和电信运营商网络。 

城域25设计

城域25设计可支持多达25个远程站点，广域网汇聚总带宽最高可达250 Mbps。城域

25设计从本质上而言是城域100设计的一个小型版本。这一版本用于提供有限的扩展

能力。如果您希望进一步增加带宽或增加站点数量，可以采用城域100设计。通过使

用规模更大的设计，您可以避免由于设备升级导致的不必要的停机问题。此设计使用

Cisco ASR1001作为DMVPN中枢路由器。城域25设计采用一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一

个DMVPN中枢路由器。 

图21. 城域25设计—DMVPN连接

分布层

DMVPN中枢路由器：

ASR1001

互联网边缘

互联网

远程站点——DMVPN分支路由器选择

由于平台规格与站点的带宽要求、以及潜在的服务模块插槽使用要求紧密相关，所以实

际的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平台仍未确定。模块化设计方法的优势之一，便是能够采用各

种可能的路由器选择来实施这一解决方案。 

在选择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时，有多种因素需要考虑。其中对于初始部署至关重要的

是，要能够处理预期的流量数量和类型。您还需要确保拥有足够的接口和模块插槽，以

及可支持拓扑所需特性集的相应思科IOS映像。思科测试了四种集成多业务路由器型号

在用作DMVPN分支路由器时的表现，预期性能如下表所示。

表13. 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选项

选项 2911 2921 3925 3945

包含服务的以太网广域网1 35 Mbps 50 Mbps 100 Mbps 150 Mbps

板载GE端口 3 3 3 3

服务模块插槽2 1 1 2 4

冗余电源 否 否 是 是

注：

 1. 性能数值为路由器在配置了大量服务、且CPU利用率低于75%时传输互联网混合 

  （IMIX）流量得出的保守数字。

 2. 一些服务模块为双宽模块。

广域网远程站点的DMVPN分支路由器通过路由器接口直接与互联网相连。更多有关连

接至互联网的远程站点路由器的安全配置信息，将在本指南后部分进行讨论。单链路

DMVPN远程站点是适用于任意远程站点的最基本的构建模块。对于CE路由器直接连

接到接入层的情况，您可以使用此设计，或者您可以通过将CE路由器与分布层直接连

接，来支持更复杂的局域网拓扑。

IP路由非常简单，可使用静态路由直接全盘处理；在广域网汇聚站点使用静态路由，在

远程站点使用静态缺省路由。然而，采用动态路由配置这一类型的站点能够带来巨大的

价值。当您使用动态路由时，由于任意变更均能够立即反映到网络的其余部分，因此它

能够显著简化在远程站点添加或修改IP网络的工作。 

部署动态多点虚拟专用网（DMVPN）WAN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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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DMVPN远程站点（单链路 — 单路由器）

 

DMVPN连接可用作主要广域网传输方案，或者用作第二层广域网传输方案的备用选

择。您可以将DMVPN单链路设计添加到现有的第二层广域网设计中，通过连接到相同

的路由器或其他路由器提供更高的永续性。添加额外链路可以为远程站点带来第一级别

的高可用性。路由器能够自动检测主要链路故障，并将流量重路由至辅助路径。当存在

多条路径时，您必须强制运行动态路由。路由协议根据预期的流量情况进行调节。

双路由器、双链路设计可进一步改进站点的高可用性级别。这种设计能够允许在主要路

由器出现故障时，辅助路由器通过备用路径重新路由流量。

图23. 第二层WAN + DMVPN远程站点（双链路选项）

VRF和Front Door VRF（FVRF）

虚拟路由转发（VRF）是一种在计算机网络中使用的技术，能够支持路由表的多个实

例同时在同一台路由器上共存。由于路由实例彼此独立，因此您可以使用相同或重叠

的IP地址，而不会在相互间产生冲突。在MPLS环境中，VRF还通常被定义为VPN路由

转发。

您可以通过为每一个VRF建立不同的路由表将VRF部署在网络设备中，这些路由表也被

称作转发信息库（FIB）。或者，网络设备可能会配置不同的虚拟路由器，其中每一个

都有各自的FIB，相同设备上的任意其他虚拟路由器无法对其进行访问。

最简单的VRF部署形式为VRF Lite。在这一部署中，网络中的每一台路由器在对等的基

础上参与虚拟路由环境。VRF Lite配置仅适用于本地环境。

这一广域网远程站点设计中使用的IP路由策略不允许直接使用互联网浏览网页或进行其

他用途；任意访问互联网的远程站点主机必须通过主要站点的互联网边缘进行此类活

动。终端主机要求具备面向所有互联网目的地的缺省路由，该路由必须强制流量经过主

要或辅助广域网传输方案（第二层WAN或DMVPN隧道）。这一要求与更为常见的VPN

分支路由器要求存在冲突。后者要求采用面向互联网的缺省路由来建立VPN隧道。

DMVPN

互联网

DMVPN DMVPN

互联网 互联网第二层

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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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缺省路由难题可通过在路由器上使用VRF来解决。路由器可以拥有多个在逻辑上相

隔离的路由表。从转发平面的角度来看，这种隔离与虚拟路由器类似。全局VRF用于

响应传统的路由表，其他VRF分别被指定名称和路由描述符（RD）。路由器上的部分

特性能够感知VRF，包括静态路由和路由协议、接口转发与IPSec隧道等。这组特性与

DMVPN结合使用，可允许为DMVPN中枢路由器和DMVPN分支路由器使用多个缺省路

由。该特性组合被称作Front Door VRF（FVRF），因为VRF面向互联网，而路由器内

部接口和mGRE隧道均保留在全局VRF中。更多有关FVRF的技术详情，请参阅技术特

性补充附录。

图24. Front-door vREF（FVRF）

设计详情

DMVPN中枢路由器连接至分布层和DMZ中的弹性交换设备。DMVPN路由器使用由两

个端口捆绑组成的EtherChannel连接。这种设计可带来出色的永续性与更高的转发性

能。更高的转发性能可通过增加EtherChannel中的物理链路数量实现。

DMVPN中枢路由器必须具备足够的 IP路由信息，以提供端到端可达性。维护这种

路由信息通常需要路由协议，EIGRP便可用于这一用途。此设计中使用了两个独立

的EIGRP进程，一个用于局域网上的内部路由（EIGRP-100），另一个用于DMVPN

（EIGRP-200）。使用独立EIGRP进程的主要原因在于，当连接至多个远程站点类型

（包括在其他智能企业架构WAN指南中所使用的MPLS WAN）时，可简化广域网汇聚

站点的路由选择工作。这一方法确保了广域网获知的所有路由在重发布至园区局域网上

使用的EIGRP-100进程后，显示为EIGRP外部路由。

在广域网汇聚站点，您必须将DMVPN路由器连接至分布层和提供有互联网连接的

DMZ-VPN。DMVPN中枢路由器使用FVRF，并拥有静态缺省路由，其中INET-PUBLIC 

VRF指向防火墙DMZ接口。 

图25. 城域100/25设计—DMVPN路由详情

广域网分布层

DMVPN中枢路由器

缺省路由

缺省路由（vrf INET-PUBLIC）

DMVPN分支路由器

缺省

缺省

缺省

缺省

缺省

内部

互联网边缘

外部

互联网

WAN分布层 WAN分布层vrf INET-PUBLIC路由 vrf INET-PUBLIC路由

DMVPN中枢路由器 DMVPN中枢路由器

缺省 缺省

互联网边缘 互联网边缘

互联网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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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RP

Cisco uses Enhanced IGRP (EIGRP) as the primary routing protocol because 
it is easy to configure, does not require a large amount of planning, has 
flexible summarization and filtering, and can scale to large networks. As 
networks grow, the number of IP prefixes or routes in the routing tables 
grows as well. You should program IP summarization on links where logical 
boundaries exist, like distribution layer links to the wide area or to a core. 
By performing IP summarization, you can reduce the amount of bandwidth, 
processor, and memory necessary to carry large route tables, and reduce 
convergence time associated with a link failure.

In this design, EIGRP process 100 is the primary EIGRP process and is 
referred to as EIGRP-100. 

EIGRP-100 is used at the WAN-aggregation site to connect to the primary 
site LAN distribution layer and at WAN remote sites with dual WAN routers 
or with distribution-layer LAN topologies. EIGRP-200 is used for the DMVPN 
tunnels. You should configure EIGRP-200 for stub routing on all remote-site 
routers to improve network stability and reduce resource utilization.

Encryption

The primary goal of encryption is to provide data confidentiality, integrity, 
and authenticity by encrypting IP packets as the data travels across a 
network. 

The encrypted payloads are then encapsulated with a new header (or 
multiple headers) and transmitted across the network. The additional head-
ers introduce a certain amount of overhead to the overall packet length. The 
following table highlights the packet overhead associated with encryption 
based on the additional headers required for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IPsec 
and GRE.

Table 14 -  Overhead associated with IPsec and GRE

Encapsulation Overhead

GRE only 24 bytes

IPsec (Transport Mode) 36 bytes

IPsec (Tunnel Mode) 52 bytes

IPsec (Transport Mode) + GRE 60 bytes

IPsec (Tunnel Mode) + GRE 76 bytes

There is a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MTU) parameter for every link in 
an IP network and typically the MTU is 1500 bytes. IP packets larger than 
1500 bytes must be fragmented when transmitted across these links. 
Fragmentation is not desirable and can impact network performance. To 
avoid fragmentation, the original packet size plus overhead must be 1500 
bytes or less, which means that the sender must reduce the original packet 
size. To account for other potential overhead, Cisco recommends that you 
configure tunnel interfaces with a 1400 byte MTU.

There are dynamic methods for network clients to discover the path MTU, 
which allow the clients to reduce the size of packets they transmit. However, 
in many cases, these dynamic methods are unsuccessful, typically because 
security devices filter the necessary discovery traffic. This failure to dis-
cover the path MTU drives the need for a method that can reliably inform 
network clients of the appropriate packet size. The solution is to implement 
the	ip	tcp	adjust	mss	[size] command on the WAN routers, which influences 
the TCP maximum segment size (MSS) value reported by end hosts.

The MSS defines the maximum amount of data that a host is willing to 
accept in a single TCP/IP datagram. The MSS value is sent as a TCP header 
option only in TCP SYN segments. Each side of a TCP connection reports 
its MSS value to the other side. The sending host is required to limit the size 
of data in a single TCP segment to a value less than or equal to the MSS 
reported by the receiving host.

The IP and TCP headers combine for 40 bytes of overhead, so the typical 
MSS value reported by network clients will be 1460. This design includes 
encrypted tunnels with a 1400 byte MTU, so the MSS used by endpoints 
should be configured to be 1360 to minimize any impact of fragmentation. 
In this solution, you implement the ip	tcp	adjust	mss	1360 command on all 
WAN facing router interfaces.

DMVPN

This solution uses the Internet for WAN transport. For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concerns any site-to-site traffic that traverses the Internet must be 
encrypted. Multiple technologies can provide encryption, but the method 
that provides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performance, scale, application sup-
port, and ease of deployment is DMVPN. 

Most use cases in this design guide use Internet/DMVPN as a secondary 
WAN transport that requires a DMVPN single-cloud, single-hub design. The 
DMVPN routers use tunnel interfaces that support IP unicast as well as IP 
multicast and broadcast traffic, including the use of dynamic routing pro-
tocols. After the initial spoke-to-hub tunnel is active, it is possible to create 
dynamic spoke-to-spoke tunnels when site-to-site IP traffic flows requir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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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RP

思科选择增强型IGRP（EIGRP）作为主要的路由协议，因为它易于配置，不需要大量

的规划工作，拥有灵活的汇总和过滤功能，并且可扩展至大型网络。随着网络的扩大，

路由表中的IP前缀或路由的数量也将会相应增加。您应该在存在逻辑边界的链路上进行

IP汇总，如分布层到广域网或核心层的链路。通过执行IP汇总，您可以减少运行大型路

由表所需的带宽、处理器和内存数量，同时降低当发生链路故障时所需的收敛时间。

在这一设计中，EIGRP进程100是主要的EIGRP进程，被称作EIGRP-100。

EIGRP-100用于在广域网汇聚站点中，以连接主要站点局域网分布层，同时也可用于采

用两个广域网路由器或分布层局域网拓扑的广域网远程站点。EIGRP-200用于DMVPN

隧道。您应当为所有远程站点路由器上的存根路由配置EIGRP-200，以提高网络稳定

性，降低资源消耗。

加密

加密旨在通过当数据在网络中传输时对IP数据包进行加密，来保护数据机密性、完整性

和真实性。 

经过加密的有效载荷之后使用新的报头（或多个报头）进行封装，并在网络中传输。额

外的报头会给总体数据包长度带来一定的开销。下表列出了根据各种IPsec和GRE组合

所需的额外报头，与加密相关的数据包开销。

表14. 与IPsec和GRE相关的开销

封装 开销

仅GRE 24字节

IPsec（传输模式） 36字节

IPsec（隧道模式） 52字节

IPsec（传输模式）+ GRE 60字节

IPsec（隧道模式）+ GRE 76字节

IP网络中的每个链路都有一个最大传输单元（MTU），通常MTU为1500字节。超过

1500字节的IP数据包在通过这些链路传输时，必须进行分片处理。我们不推荐进行

分片，这会影响网络性能。为避免分片，原始数据包与开销的总大小必须等于或小于

1500字节，这意味着发送方必须削减原始数据包大小。结合其他潜在的开销，思科建

议隧道接口使用1400字节MTU进行配置。

有一些动态方法可帮助网络客户端设备探测到路径MTU，从而使得它们能够削减所传

输的数据包的大小。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安全设备通常会过滤掉必要的探测流

量，这些动态方法并不奏效。探测路径MTU失败之后，就要求采用一种能够可靠地通

知网络设备相应数据包大小的方法。解决方案就是在广域网路由器上执行ip tcp adjust 

mss [size]命令。该命令能够改变终端主机报告的TCP最大分段大小（MSS）值。

MSS定义了在单一TCP/IP数据报中，主机愿意接收的最大数据量。MSS值仅在TCP 

SYN片段中以TCP报头的形式发送。TCP连接的每一端向另一端报告其MSS值。发送主

机需要限制单个TCP片段中的数据大小，使其小于或等于接收主机报告的MSS。

IP和TCP报头总计会占用40字节的开销，因此网络客户端通常报告的MSS值为1460。

这一设计采用了基于1400字节MTU的加密隧道，因此终端设备使用的MSS应配置为

1360，以最大限度降低分片处理的影响。在此解决方案中，您在所有面向广域网的路

由器接口上实施ip tcp adjust mss 1360命令。

DMVPN

此解决方案使用互联网作为广域网传输方案。出于数据安全性和机密性的考虑，任何通

过互联网传输的站点间流量都必须进行加密。有多种技术可用于进行加密，但从性能、

规模、应用程序支持和部署简易性方面综合考虑，DMVPN是最佳的方法。 

在本设计指南中，大多数用例采用互联网/DMVPN作为辅助的WAN传输方案，要求使

用DMVPN单云、单中枢（hub）设计。DMVPN路由器使用支持IP单播、IP组播和广播

流量的隧道接口，包括使用动态路由协议。在初始星型隧道激活后，可以创建动态分支

到分支隧道，以满足站点间IP流量传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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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a spoke to set up dynamic spoke-to-spoke 
tunnels and properly resolve other spokes is provided through the Next Hop 
Resolution Protocol (NHRP). Spoke-to-spoke tunnels allow for the optimal 
routing of traffic between locations without indirect forwarding through 
the hub. Idle spoke-to-spoke tunnels gracefully time out after a period of 
inactivity.

It is common for a firewall to be placed between the DMVPN hub router 
and the Internet. In many cases, the firewall may provide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 from an internal RFC-1918 IP address (such as 10.4.128.33) 
to an Internet-routable IP address. The DMVPN solution works well with 
NAT but requires the use of IPsec transport mode to support a DMVPN hub 
behind static NAT.

DMVPN requires the use of 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ISAKMP) keepalive intervals for Dead Peer Detection 
(DPD), which is essential to facilitate fast reconvergence and for spoke 
registration to function properly in case a DMVPN hub is reloaded. This 
design enables a spoke to detect that an encryption peer has failed and that 
the ISAKMP session with that peer is stale, which then allows a new one to 
be created. Without DPD, the IPsec security association (SA) must time out 
(the default is 60 minutes) and when the router cannot renegotiate a new SA, 
a new ISAKMP session is initiated. The maximum wait time is approximately 
60 minutes.

One of the key benefits of the DMVPN solution is that the spoke routers can 
use dynamically assigned addresses, often using DHCP from an Internet 
provider. The spoke routers can use an Internet default route for reachability 
to the hub routers and also other spoke addresses.

Figure 26 - DMVPN single-cloud

The DMVPN hub router has a static IP address assigned to its public-facing 
interface. This configuration is essential for proper operation as each of the 
spoke routers has this IP address embedded in their configu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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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路由器建立动态分支到分支隧道和正确解析其他分支路由器所需的信息，通过下一

跳解析协议（NHRP）提供。分支到分支隧道允许在不同地点间以最佳方式路由流量，

而无需通过中枢路由器进行间接转发。空闲的分支到分支隧道会在一段时间闲置后停止

连接。

DMVPN中枢路由器和互联网之间通常会部署防火墙。在许多情况下，防火墙可以提供

网络地址转换（NAT）功能，将内部RFC-1918 IP地址（如10.4.128.33）转变为互联网

可路由的IP地址。DMVPN解决方案能够很好地支持NAT，但要求使用IPsec传输模式，

以在静态NAT下支持DMVPN中枢路由器。

DMVPN要求使用互联网安全关联与密钥管理协议（ISAKMP）持活间隔来进行对等

体状态检测（DPD），这对于推动快速重新收敛，以及支持分支路由器注册流程在

DMVPN中枢路由器重新加载时正确执行至关重要。这一设计能够支持分支路由器检测

出是否有加密对等体出现故障，以及与该对等体的ISAKMP会话是否失效，之后它将

能够支持创建一个新的会话。如果没有DPD，IPsec安全关联（SA）必须设定超时时

间（缺省为60分钟）。当路由器无法重新协商一个新的SA时，新ISAKMP会话将被发

起。最长等待时间约为60分钟。

DMVPN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优势就在于，分支路由器可以使用动态分配的地址，这通

常借助互联网提供商提供的DHCP实现。分支路由器可以利用互联网缺省路由来到达中

枢路由器和其他分支路由器地址。

DMVPN云1

分支到分支隧道

DMVPN头端

云1中枢

DMVPN分支

互联网

DMVPN分支 DMVPN分支

图26. DMVPN单一云

DMVPN中枢路由器在面向公共网络的接口上采用了静态IP地址。这一配置对于确保正

常工作至关重要，因为每一台分支路由器都会在其配置中嵌入这一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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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Port-channel3
 description VPN-ASR1002-1
 no switchport
 ip address 10.4.32.17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carrier-delay msec 0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3
 description VPN-ASR1002-1 Gig0/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3
 description VPN-ASR1002-1 Gig0/0/1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3, GigabitEthernet2/0/3
  no switchport
  macro apply EgressQoS
  carrier-delay msec 0
  channel-protocol lacp
  channel-group 3 mode active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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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是通往企业主要园区和数据中心的路径。一个第三层端口通道接口

连接分布层交换机和广域网汇聚路由器，内部路由协议在该接口上进行对等通信。

部署详情

程序1 配置分布层交换机

流程

1. 配置分布层交换机

2. 配置广域网汇聚平台

3. 配置到局域网的连接

4. 配置VRF Lite

5. 连接至互联网DMZ

6. 配置ISAKMP和IPsec

7. 配置mGRE隧道

8. 配置EIGRP

读者提示

此流程假设分布层交换机已经按照《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

台—无边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中的指导进行配置。其中仅包括支持将

广域网汇聚路由器集成到部署中所需的程序。 

步骤1：配置第三层端口通道接口并分配IP地址。

步骤2：配置EtherChannel成员接口。

使用channel-group命令，将物理接口配置为与逻辑端口通道相关联。端口通道和通道

组的编号必须匹配。

此外，采用在平台配置程序中定义的出口QoS宏，以确保正确地划分流量优先级。

技术提示

作为一种最佳实践，请尽可能在链路两端使用相同的通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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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logging event bundle-status
  no shutdown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1/1/1, 
TenGigabitEthernet2/1/1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100 10.4.32.0 255.255.248.0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100 10.5.0.0 255.255.0.0

router eigrp 100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3

 

hostname VPN-ASR1000-1

cdp run
ip domain-name cisco.local
ip ssh version 2
no ip http server

ip http secure-server
line vty 0 15
  transport input ssh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enable secret c1sco123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c1sco123
aaa new-model
!
tacacs server TACACS-SERVER-1
 address ipv4 10.4.48.15
 key SecretKe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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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配置连接到局域网核心层的接口，以汇总（summarize）广域网网络范围。

步骤4：允许路由协议在端口通道上形成邻居关系。

在本设计中，有些特性和服务在所有广域网汇聚路由器间是相同的。这些系统设置能够

简化并保护解决方案的管理。 

步骤1：配置设备主机名

配置设备主机名称，以便轻松识别设备。

步骤2：配置设备管理协议。

安全HTTP（HTTPS）和安全外壳（SSH）是HTTP和Telnet协议的安全替代品。它们使

用安全套接字层（SSL）和传输层安全（TLS）提供了设备身份验证和数据加密功能。

通过使用SSH和HTTPS协议，能对局域网设备进行安全的管理。这两个协议均进行了

加密，可提供信息保密性，而不安全协议Telnet和HTTP则被关闭。 

程序2 配置广域网汇聚平台

启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后，能够通过网络管理系统（NMS）对网络基础设

施设备进行管理。SNMPv2c针对只读和读写团体字符串（community string）进行了

配置。 

步骤3：配置安全用户身份验证。

启用身份验证、授权与记账（AAA）来支持访问控制。所有针对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的

管理访问（SSH和HTTPS）均受到AAA的控制。 

TACACS+是在基础设施设备上向A A A服务器验证管理登录所采用的主要协议。此

外，系统还在每个网络基础设施设备上定义了一个本地AAA用户数据库，用于在中央

TACACS+服务器不可用时，提供备用身份认证源。

读者提示

本架构中使用的AAA服务器是思科ACS。如需了解有关ACS配置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网络设备

身份验证与授权部署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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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group server tacacs+ TACACS-SERVERS
 server name TACACS-SERVER-1
!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exec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console
ip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ntp server 10.4.48.17
!
clock timezone PST -8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line con 0
 logging synchronous

interface Loopback 0
  ip address 10.4.32.243 255.255.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0
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ip tacacs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ntp source Loopback0

router eigrp 100
  network 10.4.0.0 0.1.255.255
  no auto-summary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eigrp router-id 10.4.3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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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配置同步时钟。

网络时间协议（NTP）用于同步网络设备。NTP网络通常从权威时间源，如与时间服务

器相连的无线电时钟或原子钟那里获取时间信息。然后NTP在企业网络中分发此信息。 

您应将网络设备设定为与网络中的本地NTP服务器保持同步。本地NTP服务器通常会参

考来自外部来源的更准确的时钟信息。通过对控制台消息、日志和调试报告进行配置，

在输出时添加时间戳，您可以实现对网络中事件的交叉参考。

当启用同步记录未请求信息和调试报告时，在显示或打印交互式CLI输出结果后，控制

台日志信息将在控制台上显示。借助这一命令，您可以在启用调试流程时，继续在设备

控制台上输入信息。

步骤5：配置带内管理接口

回环接口是一个逻辑接口，只要设备通电且IP接口能接入网络，它就始终可连接。基于

此功能，回环地址是带内管理交换机的最佳方法。第三层进程和功能也捆绑于此回环接

口，以确保进程永续性。 

回环地址通常是一个带32位地址掩码的主机地址。从分布层交换机向网络其余部分汇

总的IP地址块中分配回环地址。 

ip pim sparse-mode命令将在该流程中做进一步介绍。

将SNMP和SSH进程绑定到回环接口地址，以实现最高永续性：

步骤6：配置IP单播路由

EIGRP面向局域网分布层或核心层进行配置。在这一设计中，端口通道接口和回环接口

必须为EIGRP接口。回环接口可能仍然是被动接口。网络范围必须在单个网络声明或多

个网络声明中包含这两个接口IP地址。这一设计采用了将路由器ID指派给回环地址的最

佳实践。

步骤7：配置IP组播路由

IP组播允许基础设施（路由器和交换机）复制单个IP数据流，然后将其从一个源设备发

送到多个接收设备。与多个独立单播流或传播至所有地点的广播流相比，使用IP组播更

为高效。IP电话等待音乐（MOH）和IP视频广播数据流就是IP组播应用的两个实例。 

为了接收特定的IP组播数据流，终端主机必须通过向其本地组播路由器发送IGMP消

息，加入组播组。在传统的IP组播设计中，本地路由器会询问网络中充当RP的另一个

路由器，将接收设备映射到活动源设备上，以便它们能够加入其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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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multicast-routing distributed

ip pim autorp listener

ip pim sparse-mode

 

interface Port-channel3
  ip address 10.4.32.18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WAN-D3750X Gig1/0/3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WAN-D3750X Gig2/0/3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0/0/0, GigabitEthernet0/0/1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3 mode active
  cdp enable
  no shutdown

router eigrp 100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 3

 

ip vrf INET-PUBLIC
 rd 65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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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设计中，在稀疏模式组播基础上，思科使用任意播RP提供了一种简单但便于扩展

的方法，能够支持高永续性RP环境。 

在全局配置模式下，在平台上启用IP组播路由。

必须配置每个第三层交换机和路由器，以便利用autorp来发现IP组播RP。使用ip pim 

autorp listener命令，来支持跨稀疏模式链路的发现。这一配置支持在未来对IP组播环

境进行扩展和控制，并可根据网络需求与设计进行变更。

网络中所有的第三层接口均必须启用，以支持稀疏模式组播操作。 

到邻接分布层的任何链路都应当是第三层链路或第三层以太通道（EtherChannel）。

步骤1：配置第三层接口。

步骤2：配置EtherChannel成员接口。

使用channel-group命令，将物理接口配置为与逻辑端口通道相关联。端口通道和通道

组的编号必须匹配。

程序3 配置到局域网的连接

步骤3：配置EIGRP接口

允许EIGRP在接口上形成邻居关系，以建立对等邻接性和交换路由表。

创建面向互联网的VRF，以支持面向DMVPN的FVRF。VRF名称可随意设定，但最好选

择一个能够描述VRF的名称。要使VRF发挥作用，还必须配置相关的路由标识（RD）。

RD配置也会创建路由和转发表，并将RD与VRF实例关联起来。

此设计使用了VRF Lite，从而可以任意选择RD值。当以类似的方式使用VRF时，最佳实

践是在多个设备间使用相同的VRF/RD组合。然而，这一惯例并不要求严格遵循。

程序4 配置VRF 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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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3
 ip vrf forwarding INET-PUBLIC
 ip address 192.168.18.10 255.255.255.0
 no shutdown

ip route vrf INET-PUBLIC 0.0.0.0 0.0.0.0 192.16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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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VPN中枢路由器需要一个到互联网的连接。在这一设计中，DMVPN中枢路由器使

用专为VPN端接路由器创建和配置的DMZ接口，通过Cisco ASA5500自适应安全设备

进行连接。

步骤1：启用接口、选择VRF和分配IP地址

您用于DMVPN中枢路由器上面向互联网的接口的IP地址必须是互联网可路由的地址。

这一任务可通过两种方法完成：

● 直接为路由器分配一个可路由的IP地址

● 直接为路由器分配一个不可路由的RFC-1918地址，使用Cisco ASA5500上的静态

NAT将路由器IP地址转换为可路由的IP地址。

读者提示

命令参考：

RD或者与ASN相关（由一个ASN和一个任意数字组成），或者与IP地址相

关（由一个IP地址和一个任意数字组成）。

您可以采用以下格式输入RD： 

16位自治系统号码:您的32位数字

例如，65512:1。

32位IP地址：您的16位数字

例如，192.168.122.15:1。

程序5 连接至互联网DMZ

这一设计假定在Cisco ASA5500上为DMVPN中枢路由器配置了静态NAT。

DMVPN设计使用了FVRF，因此这一接口必须放置在上一程序配置的VRF中。

步骤2：配置VRF特定的缺省路由

为FVRF创建的VRF必须有其自己的到互联网的缺省路由。这一缺省路由指向ASA5500 

DMZ接口IP地址。

图27. DMZ连接的物理和逻辑视图

物理 逻辑

DMVPN中枢

路由器

DMZ交换机

DMVPN中枢

路由器

互联网边缘 互联网边缘

互联网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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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 keyring DMVPN-KEYRING vrf INET-PUBLIC
  pre-shared-key address 0.0.0.0 0.0.0.0 key cisco123

crypto isakmp policy 10
 encr aes 256
 hash sha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group 2

crypto isakmp profile FVRF-ISAKMP-INET-PUBLIC
   keyring DMVPN-KEYRING
   match identity address 0.0.0.0 INET-PUBLIC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esp-aes 256 
esp-sha-hmac
 mode transport

crypto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
 set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set isakmp-profile FVRF-ISAKMP-INET-PUBLIC

 

interface Tunnel10
 bandwidth 10000
 ip address 10.4.34.1 255.255.254.0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tcp adjust-mss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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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配置crypto keyring。

crypto keyring针对特定VRF中可到达的IP源，定义了一个预共享密钥（或密码）。如

应用于任意IP源，该密钥是一个通配预共享密钥。通配密钥使用0.0.0.0 0.0.0.0网络/掩码

组合进行配置。

步骤2：配置ISAKMP策略。

面向DMVPN的ISAKMP策略采用如下规则：

● 基于256位密钥的高级加密标准（AES）
● 安全哈希标准（SHA）
● 使用预共享密钥（PSK）进行身份验证

● Diffie-Hellman组：2

步骤3：创建ISAKMP配置文件

ISAKMP配置文件将身份地址、VRF和crypto keyring关联起来。VRF内的通配地址标注

为0.0.0.0。

步骤4：定义IPsec转换集。

转换集是一个可接受的安全协议、算法和其他设置的组合，应用于IPsec保护流量。对

等体同意在保护特定的数据流时使用特定的转换集。

面向DMVPN的IPsec转换集采用如下规则：

● 采用256位AES加密算法的ESP
● 采用SHA（HMAC变体）身份验证算法的ESP

程序6 配置ISAKMP和IPsec
由于DMVPN中枢路由器在NAT设备后端，IPsec转换必须针对传输模式进行配置。

步骤5：创建IPSec配置文件

IPsec配置文件将ISAKMP配置文件和IPsec转换集关联起来。

表15. DMVPN隧道参数

步骤1：配置基本接口设置。

隧道接口在配置的过程中创建。隧道编号可随意设定，但最好从10或更大的数字开始

编号，这是因为这一设计中部署的其他特性也可能需要使用隧道，它们可能在缺省情况

下选择了较小的数字。

带宽设置应与相应的主要或辅助运营商的互联网带宽相匹配。

将IP MTU配置为1400，将ip tcp adjust-mss配置为1360。二者之间有40字节的差异，

这一差异与IP和TCP报头的总长度对应。

DMVPN云 隧道IP地址 EIGRP AS NHRP网络ID

主用 10.4.34.1/23 200 101

备用 10.4.36.1/23 201 102

程序7 配置mGRE隧道



51

interface Tunnel10
 tunnel source GigabitEthernet0/0/3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vrf INET-PUBLIC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

interface Tunnel10
 ip nhrp authentication cisco123
 ip nhrp map multicast dynamic
 ip nhrp network-id 101
 ip nhrp holdtime 600
 ip nhrp redirect

interface Tunnel10
 ip pim sparse-mode
 ip pim nbma-mode

interface Tunnel10
 ip hello-interval eigrp 200 20 
 ip hold-time eigrp 200 60
 no ip split-horizon eigr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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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配置隧道。

DMVPN使用多点GRE（mGRE）隧道。这一隧道类型仅需要一个源接口。请使用您用

于连接互联网的同一源接口。将tunnel vrf命令设置到之前为FVRF定义的VRF上。

在这一接口上启用加密要求采用在上一程序中配置的IPsec配置文件。

步骤3：配置NHRP。

DMVPN中枢路由器充当着所有分支路由器的NHRP服务器的角色。NHRP供远程路由器

使用，来为mGRE隧道连接的对等体确定隧道目的地。

NHRP要求DMVPN云内的所有设备均使用相同的网络ID和身份验证密钥。NHRP缓存保

持时间应被设置为600秒。

EIGRP（在以下程序中配置）依赖于组播传输方案，并需要NHRP自动向组播NHRP映

射中添加路由器。

ip nhrp redirect命令允许DMVPN中枢路由器告知分支路由器存在到目的地网络的更佳

路径。DMVPN分支到分支直接通信可能需要这一功能。

步骤4：为DMVPN隧道启用PIM非广播多点接入（NBMA）模式。

分支到分支DMVPN网络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挑战，因为分支路由器彼此间不能直接交换

信息，即使它们处于相同的逻辑网络中也不行。无法直接交换信息可能会导致在运行IP

组播时发生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采用一种单独跟踪每个远程PIM邻接设备加入信息的方法。

PIM NBMA模式下的路由器会假定，每一个远程PIM邻接设备均已通过点对点链路连接

至路由器。

步骤5：配置EIGRP。

您在下面的的程序8中配置EIGRP，但是针对您需要首先配置的mGRE隧道接口有一些

具体的要求。

分支到分支DMVPN网络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挑战，因为分支路由器彼此间不能直接交换

信息，即使它们处于相同的逻辑网络中也不行。这一限制要求DMVPN中枢路由器通告

来自同一网络上其他分支的路由。这些路由的通告通常会被水平分割（split horizon）

所阻止，并被no ip split-horizon eigrp命令所越过。 

EIGRP问候间隔增加到20秒，EIGRP保持时间增加到60秒，以便在一个DMVPN云上支

持多达500个远程站点。

读者提示

不要在互联网DMZ接口上启用PIM，这一接口不得用于请求组播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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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 eigrp 200
 network 10.4.34.0 0.0.1.255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Tunnel10
 eigrp router-id 10.4.32.243 
 no auto-summary

router eigrp 100
 redistribute eigrp 200 route-map SET-ROUTE-TAG-DMVPN
!
router eigrp 200
 redistribute eigrp 100
!
route-map SET-ROUTE-TAG-DMVPN permit 10
 match interface Tunnel10
 set tag 65512

部署动态多点虚拟专用网（DMVPN）WAN2012年上半年

您在DMVPN中枢路由器上使用两个EIGRP进程。增加一个进程主要是为了确保从广域

网远程站点中获知的路由，能够在广域网分布层交换机上显示为EIGRP外部路由。如果

您仅使用了一个进程，远程站点路由将在广域网分布层交换机上显示为EIGRP内部路

由。任何MPLS VPN获知的路由都适于使用这一方法。

步骤1：为DMVPN启用额外的EIGRP进程。

为DMVPN mGRE接口配置EIGRP-200。来自其他EIGRP进程的路由被重分布。由于路

由协议相同，因此无需缺省metric（度量值）。

隧道接口是唯一的EIGRP接口，您需要明确列出其网络范围。

步骤2：标记与重分布路由。

本设计使用相互的路由重分发。EIGRP-200上的DMVPN路由被重分发到EIGRP-100

上，从EIGRP-100上学习到的路由也被重分发到EIGRP-200上。因为使用相同的路由协

议，无需使用缺省权值（default metrics）。 

当采用了这一共同路由重分布时，密切控制路由信息如何在不同路由协议间共享十分重

要。否则，将有可能遭遇路由翻动——某些路由会从设备路由表中重复安装和撤销。正

确的路由控制保障了路由表的稳定。

程序8 配置EIGRP
在广域网汇聚路由器上使用的入站发布列表用于限制哪些路由能够被安装到路由表中。

这些路由器被配置成只接受非起源于MPLS和DMVPN广域网的路由。要完成这一任

务，DMVPN中枢路由器在路由重分布过程中必须对DMVPN获知的广域网路由进行明

确标记。所用的具体路由标记如下表所示。

表16. DMVPN中枢路由器的路由标记信息

本例中包含了参考设计中的所有广域网路由来源。根据您网络的实际设计，您可能需要

使用更多标记。

标记 路由来源 标记方法 动作

65401 MPLS A 隐含 接受

65402 MPLS B 隐含 接受

300 第二层广域网 显式 接受

65512 DMVPN中枢路由器 显式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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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118
spanning-tree vlan 1118 root primar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a Gig0/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b Gig0/1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4, GigabitEthernet2/0/24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1118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7
 description VPN-ASR1002-1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118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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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针对包含DMVPN汇聚路由器的VLAN，将DMZ交换机设定为生成树根。 

步骤2：将连接到设备的接口配置为中继。

流程

防火墙和DMZ交换机配置

1. 配置DMZ交换机

2. 配置隔离区接口

3.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4. 配置安全策略

程序1 配置DMZ交换机

读者提示

此程序假设层交换机已经按照《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

无边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中的指导进行了配置。本指南中仅包括支持

将防火墙集成到部署中所需的程序。 

步骤3：配置连接到DMVPN汇聚路由器的接口。

防火墙的隔离区（DMZ）是网络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与其它网络区域之间的流量往

来受到严格限制。企业可将网络服务放在DMZ，使其向互联网开放。除非在特殊情况

下，这些服务器通常不能向‘内部’网络发起连接请求。 

DMZ网络通过VLAN中继和appliance的千兆以太网接口连接到appliance，以便在必须

增加新的VLAN来连接更多DMZ时实现最大的灵活性。中继（trunk）将appliance连接

到一个3750x接入交换机堆叠，以提供永续性。Cisco ASA上的每个DMZ VLAN接口都

将获得一个IP地址，作为每个VLAN子网的默认网关。DMZ交换机只提供第2层交换功

能；DMZ交换机的VLAN接口未分配IP地址，只有一个VLAN接口带有一个IP地址，用

于对交换机进行管理。

程序2 配置隔离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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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DMZ VLAN拓扑和服务

步骤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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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Edit（编辑）。

技术提示

通过将DMZ连接设置为一个VLAN中继，您将获得最大的灵活性。

步骤3：选择Enable Interface（启用接口），然后点击OK。

 

步骤4：在Interface（接口）窗格中，点击A dd（添加）> Interface（接口）。

步骤5：在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列表中，选择步骤1中配置的接口。（例如：

GigabitEthernet0/1）

步骤6：在VLAN 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号。（例如：1118）

步骤7：在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号。（例如：

1118）

步骤8：输入一个接口名称。（例如：dmz-dmvpn）

步骤9：在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框中，输入值75。

步骤10：输入接口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92.168.18.1）

步骤11：输入接口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如：255.255.255.0）

互联网

VLAN

中继

DMZ

交换机

Cisco ESA

Cisco ESA

DM-VPN WC  5508

ACE

互联网

服务

DMZ VLAN
信息

访客
访客

Web 电子邮件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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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2：单击Apply（应用）。

 

步骤13：在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 > High 

Availability（高可用性）中，点击Failover（故障切换）。

步骤14：在Interfaces（接口）选项卡上，对于您在步骤4中创建的接口，在Standby 

IP address（备用IP地址）列中，输入备用设备的IP地址。（例如：192.168.18.2）

步骤15：选择Monitored（受监视）。 

步骤16：单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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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VPN汇聚路由器的DMZ地址转换为外部公共地址。 

下表中以示例方式列出了与DMZ地址相对应的公共IP地址。

程序3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DMVPN汇聚路由器DMZ地址 DMVPN汇聚路由器公共地址

（NAT转换后外部可路由的地址）

192.168.18.10 172.16.130.1（I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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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在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Objects（对象）中，点击

Network Objects/Groups（网络对象/组）。 

首先，在主要互联网连接上，为DMVPN汇聚路由器的公共地址添加一个网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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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VPN汇聚路由器的公共IP地址输入一个描述。（例如：outside-dmvpn-I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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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VPN汇聚路由器的公共IP地址，然后点

击OK。（例如：172.16.130.1）

步骤6：单击Apply（应用）。

 

接下来，你可以为DMVPN汇聚路由器的专用DMZ地址添加一个网络对象。

步骤7：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8：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中，在Name（名字）框中，

为DMVPN汇聚路由器的专用DMZ IP地址输入一个描述。（例如：dmz-dmvpn-1）

步骤9：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Host（主机）。

步骤10：在 IP Address（ IP地址）框中，输入路由器的DMZ IP地址。（例如：

192.168.18.10）

步骤11：点击双向下箭头。NAT窗格会展开。

步骤12：选择Add Automatic Address Translation Rules（添加自动地址转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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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在Translated Addr（转换的地址）列表中，选择在步骤2中创建的网络对象。

 

步骤14：点击Advanced（高级）。

步骤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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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6：单击OK（确定）。

步骤17：单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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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VPN DMZ提供了一个额外的保护层，以减少某些类型的DMVPN路由器配置错误的

可能性。这些路由器用于将业务网络与互联网相连通。一个过滤器仅允许DMVPN相关

的流量到达DMVPN汇聚路由器。

表17. 要求的DMVPN协议（汇聚路由器）

程序4 配置安全策略

名称 协议 用途

non500-isakmp UDP 4500 基于NAT-T的IPsec

isakmp UDP 500 ISAKMP 

esp IP 50 IPsec 

表18. 可选协议—DMVPN汇聚路由器

名称 协议 用途

icmp echo ICMP Type 0，Code 0 允许远程ping

icmp echo-reply ICMP Type 8，Code 0 允许ping回复

（根据我们的请求）

icmp ttl-exceeded ICMP Type 11，Code 0 允许跟踪路由回复

（根据我们的请求）

icmp port-unreachable ICMP Type 3，Code 3 允许跟踪路由回复

（根据我们的请求）

UDP high ports UDP  > 1023 允许远程跟踪路由

步骤1：在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中，点击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步骤2：点击拒绝从DMZ到其他网络的流量的规则。

接下来，您必须在您选择的规则之上插入一个新的规则。

步骤3：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你必须支持DMVPN远程路由器与DMZ中的DMVPN汇聚路由器进行通信。

步骤4：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程序3中创建的网络对象组。（例如：

dmz-dmvpn-network/24）

步骤5：在Service（服务）列表框中，输入esp, udp/4500, udp/isakmp，然后点击OK。

 

接下来，您必须插入一个新规则，以允许诊断流量到达DMVPN汇聚路由器。

步骤6：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你必须支持DMVPN远程路由器与DMZ中的DMVPN汇聚路由器进行通信。

步骤7：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为DMVPN 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

（例如：dmz-dmvpn-network/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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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在Service（服务）列表框中，输入icmp/echo, icmp/echo-reply，然后点

击OK。

 

步骤9：单击Apply（应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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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程序包括了为第二层WAN和DMVPN远程站点（单路由器、双链路）配置双角色第

二层WAN CE和DMVPN分支路由器所需的额外步骤。

以下程序假定已经完成了为第二层WAN远程站点（单路由器、单链路）配置第二层

WAN CE路由器的工作。因此，此处仅包含了向正在运行的第二层WAN CE路由器添加

DMVPN备份的额外程序。

下面的流程图详细介绍了如何在现有的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上添加DMVPN

备份。

在现有第二层WAN CE路由器上启用DMVPN备份

1. 配置VRF Lite

2. 连接至互联网

3. 配置ISAKMP和IPsec

4. 配置mGRE隧道

5. 配置EIGRP

6. 配置IP组播路由

流程
图29. 添加 DMVPN备用配置流程图

 

创建面向互联网的VRF，以支持面向DMVPN的FVRF。VRF名称可随意设定，但最好选

择一个能够描述VRF的名称。要使VRF发挥作用，还必须配置相关的RD。RD配置也会

创建路由和转发表，并将RD与VRF实例关联起来。

第二层WAN CE路由器

配置完成

添加

DMVPN备份？
在现有第二层WAN CE路由器上启用DMVPN备份

的配置程序

1. 配置VRF Lite

2. 连接至互联网

3. 配置ISAKMP和IPSec

4. 配置mGRE隧道

5. 配置EIGRP

6. 为DMVPN分支路由器配置IP组播路由

站点完成

是

否

程序1 配置VRF 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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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vrf [vrf-name]
 rd [ASN:number]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1
 ip vrf forwarding INET-PUBLIC
 ip address dhcp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1
 ip access-group ACL-INET-PUBLIC in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INET-PUBLIC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es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boot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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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计使用了VRF Lite，从而可以任意选择RD值。当以类似的方式使用VRF时，最佳实

践是在多个设备间使用相同的VRF/RD组合。然而，这一惯例并不要求严格遵循。

采用DMVPN的远程站点可以使用静态或者动态分配的IP地址。思科使用DHCP分配的

外部地址对设计进行了测试，同时它还提供了动态配置的缺省路由。

DMVPN分支路由器直接连接至互联网，无需单独的防火墙。这一连接通过两种方式保

证安全性。由于互联网接口位于独立的VRF中，除了来自DMVPN隧道的流量外，没有

流量可以接入全局VRF。这种设计提供了自身固有的安全性。此外，IP访问列表仅允许

传输加密隧道所需的流量，以及DHCP和进行故障排除所需要的各种ICMP协议。

技术提示

命令参考：

RD或者与ASN相关（由一个ASN和一个任意数字组成），或者与IP地址相

关（由一个IP地址和一个任意数字组成）。

您可以采用以下格式输入RD： 

16位自治系统号码：您的32位数字

例如，65512:1

32位IP地址：您的16位数字

例如，192.168.122.15:1。

程序2 连接至互联网

步骤1：启用接口、选择VRF并启用DHCP

DMVPN设计使用了FVRF，因此这一接口必须放置在上一程序配置的VRF中。

步骤2：配置和应用访问列表。

IP访问列表必须许可下表中指定的协议。访问列表应用于广域网接口的入站方向，因此

将对目的地为路由器的流量进行过滤。

表19. 需要的DMVPN协议

名称 协议 用途

non500-isakmp UDP 4500 基于NAT-T的IPsec

Isakmp UDP 500 ISAKMP

Esp IP 50 IPsec

Bootpc UDP 68 DHCP

访问列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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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permit icmp any any ttl-exceeded       ! for traceroute 
(sourced)
 permit icmp any any port-unreachable   ! for traceroute 
(sourced)
 permit udp any any gt 1023 ttl eq 1    ! for traceroute 
(destination)

 

crypto keyring DMVPN-KEYRING vrf INET-PUBLIC
  pre-shared-key address 0.0.0.0 0.0.0.0 key cisco123

crypto isakmp policy 10
 encr aes 256
 hash sha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group 2
!
crypto isakmp keepalive 30 5

crypto isakmp profile FVRF-ISAKMP-INET-PUBLIC
   keyring DMVPN-KEYRING
   match identity address 0.0.0.0 INET-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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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所列的其他协议可以协助进行故障排除，但并非DMVPN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协议。

表20. DMVPN分支路由器的可选协议

其他可添加到访问列表中以支持ping的可选条目如下所示：

其他可添加到访问列表中，以支持跟踪路由的可选条目如下所示：

步骤1：配置crypto keyring。

crypto keyring针对特定VRF中可到达的IP源，定义了一个预共享密钥（PSK）（或密

码）。如应用于任意IP源，该密钥是一个通配PSK。通配密钥使用0.0.0.0 0.0.0.0网络/掩

码组合进行配置。

名称 协议 用途

icmp echo ICMP Type 0, Code 0 允许远程ping

icmp echo-reply ICMP Type 8, Code 0 允许ping回复

（根据我们的请求）

icmp ttl-exceeded ICMP Type 11, Code 0 允许跟踪路由回复

（根据我们的请求）

icmp port-unreachable ICMP Type 3, Code 3 允许跟踪路由回复

（根据我们的请求）

UDP high ports UDP > 1023, TTL=1 允许远程跟踪路由

程序3 配置ISAKMP和IPsec

步骤2：配置ISAKMP策略和对等体状态检测。

面向DMVPN的ISAKMP策略采用如下规则：

● 基于256位密钥的高级加密标准（AES）
● 安全哈希标准（SHA）
● 通过PSK进行身份验证

● Diffie-Hellman组：2

启用DPD，每30秒间隔发送一次持活信息，重试间隔为5秒，这被认为是检测故障中枢

路由器的一个合理设置。

步骤3：创建ISAKMP配置文件。

ISAKMP配置文件将身份地址、VRF和crypto keyring关联起来。VRF内的通配地址标注

为0.0.0.0。

步骤4：定义IPsec转换集。

转换集是一个可接受的安全协议、算法和其他设置的组合，应用于IPsec保护流量。对

等体同意在保护特定的数据流时使用特定的转换集。

面向DMVPN的IPsec转换集采用如下规则：

● 采用256位AES加密算法的ESP
● 采用SHA（HMAC变体）身份验证算法的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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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esp-aes 256 
esp-sha-hmac
 mode transport

crypto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
 set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set isakmp-profile FVRF-ISAKMP-INET-PUBLIC

 

interface Tunnel 10
 bandwidth [bandwidth (kbps)]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tcp adjust-mss 1360

interface Tunnel10
 tunnel source GigabitEthernet 0/1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vrf INET-PUBLIC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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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DMVPN中枢路由器在NAT设备后端，IPsec转换必须针对传输模式进行配置。

步骤5：创建IPsec配置文件。

IPsec配置文件将ISAKMP配置文件和IPsec转换集关联起来。

步骤1：配置基本接口设置。

隧道接口在配置的过程中创建。隧道编号可随意设定，但最好从10或更大的数字开始

编号，这是因为这一设计中部署的其他特性也可能需要使用隧道，它们可能在缺省情况

下选择了较小的数字。

带宽设置应与互联网带宽相匹配。

将IP MTU配置为1400，将ip tcp adjust-mss配置为1360。二者之间有40字节的差异，

这一差异与IP和TCP报头的总长度对应。

步骤2：配置隧道。

DMVPN使用多点GRE（mGRE）隧道。这一隧道类型仅需要一个源接口。源接口应与

在程序2中使用的、连接至互联网的接口相同。tunnel vrf命令应设置为之前为FVRF定

义的VRF。

程序4 配置mGRE隧道

在这一接口上启用加密要求采用在上一程序中配置的IPsec配置文件。

步骤3：配置NHRP。

DMVPN中枢路由器是面向所有分支的NHRP服务器。NHRP供远程路由器使用，来为

mGRE隧道连接的对等体确定隧道目的地。

分支路由器要求几个额外的配置声明，以便为DMVPN中枢路由器mGRE隧道IP地址定

义NHRP服务器（NHS）和NHRP映射声明。EIGRP（在下面的程序5中配置）依赖于组

播传输方案。分支路由器要求使用NHRP静态组播映射。

您用于NHS的值是DMVPN中枢路由器的mGRE隧道地址。映射条目必须设定为在

Cisco ASA5500上配置的DMVPN中枢的外部NAT值。本设计方案使用了下表中所示

的值。

表21. DMVPN中枢IP地址信息

DMVPN中枢

DMZ地址（实际地址）

DMVPN中枢

外部地址

NHS（DMVPN中枢路由器

mGRE隧道地址）

192.168.18.10 172.16.130.1 10.4.34.1

NHRP要求DMVPN云内的所有设备均使用相同的网络ID和身份验证密钥。NHRP缓存保

持时间应被设置为600秒。

这一设计可支持通过DHCP接收外部IP地址的DMVPN分支路由器。这些路由器可能在

重新加载后会获得不同的IP地址。当路由器尝试在NHRP服务器中注册时，可能会与缓

存中已有的条目重复而被拒绝。registration no-unique选项允许您覆盖现有的缓存条

目。这一特性仅在NHRP客户端（DMVPN分支路由器）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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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unnel10
 ip nhrp authentication cisco123
 ip nhrp map 10.4.34.1 172.16.130.1
 ip nhrp map multicast 172.16.130.1
 ip nhrp network-id 101
 ip nhrp holdtime 600
 ip nhrp nhs 10.4.34.1
 ip nhrp registration no-unique
 ip nhrp shortcut
 ip nhrp redirect

interface Tunnel10
 ip hello-interval eigrp 200 20 
 ip hold-time eigrp 200 60

interface Tunnel10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200 [summary network] [summary mask]

 

router eigrp 200
 network 10.4.34.0 0.0.1.255
 network 10.5.0.0 0.0.255.255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Tunnel10
 eigrp router-id [IP address of Loopback0] 
 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no auto-summary

 

interface Tunnel10
 ip pim spars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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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nhrp redirect命令允许DMVPN中枢路由器告知分支路由器存在到目标网络的更佳路

径。DMVPN分支到分支直接通信可能需要这一功能。当建立了分支到分支隧道后，

DMVPN分支路由器还可使用快捷交换（shortcut switching）。

步骤4：配置EIGRP。

您在下面的程序5中配置EIGRP，但您需要首先针对mGRE隧道接口配置一些具体的要求。

EIGRP问候间隔增加到20秒，EIGRP保持时间增加到60秒，以便在一个DMVPN云上支

持多达500个远程站点。

远程站点局域网必须被通告。远程站点的IP分配经过专门设计，旨在确保正在使用的所

有网络均能够在单个汇聚路由中进行汇总。如下配置的汇总地址可以禁止更多特定的

路由。如果该汇总结果中的任何网络出现在路由表中，汇总结果将被通告给DMVPN中

枢，从而提供了一种永续性措施。如果各个局域网不能进行汇总，那么EIGRP将继续通

告特定的路由。

DMVPN分支路由器上运行单个EIGRP-200进程。路由器上的所有接口均为EIGRP接

口，但只有DMVPN隧道接口采用非被动设置。网络范围必须在单个网络声明或多个网

络声明中包含所有接口IP地址。这一设计采用了将路由器ID指派给回环地址的最佳实

践。所有DMVPN分支路由器应运行EIGRP存根（stub）路由，以提高网络稳定性和降

低资源消耗。

此程序包含了当为已启用了IP组播的路由器添加DMVPN备份功能时，完成IP组播配置

所需的额外步骤。

步骤1：在DMVPN隧道接口上配置PIM

使用稀疏模式来支持IP组播接口工作模式，并在所有第三层接口上启用该模式，包括

DMVPN隧道接口。

不要在互联网接口上启用PIM，因为这一接口不得用于请求组播流量。

步骤2：为DMVPN隧道启用PIM NBMA。

分支到分支DMVPN网络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挑战，因为分支路由器彼此间不能直接交换

信息，即使它们处于相同的逻辑网络中也不行。无法直接交换信息可能会导致在运行IP

组播时发生问题。 

程序5 配置EIGRP

程序6 配置IP组播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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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unnel10
 ip pim nbma-mode

interface Tunnel10
 ip pim dr-priority 0

 

hostname [ho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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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NBMA问题，您需要采用单独跟踪每个远程PIM邻接设备加入信息的方法。PIM 

NBMA模式下的路由器会假定，每一个远程PIM邻接设备均已通过点对点链路连接至路

由器。

步骤3：为DMVPN分支路由器配置DR优先级

在DMVPN云中正确运行组播要求中枢路由器承担起PIM指定路由器（DR）的角色。分

支路由器永远不应成为DR。为避免出现此情况，您可以将分支路由器的DR优先级设置

为0。

远程站点DMVPN分支路由器配置

 1.  完成广域网路由器通用配置

 2.  配置VRF Lite

 3.  连接至互联网

 4.  配置ISAKMP和IPsec

 5.  配置mGRE隧道

 6.  配置EIGRP

 7.  配置IP组播路由

 8.  配置接入层HSRP

 9.  配置过境网络

 10.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11.  配置局域网交换机

 12.  配置回环永续性

在您配置一个第二层WAN + DMVPN远程站点时请使用这组程序。当您配置双路由器、

双链路设计的第二台路由器时，可以使用这些程序。 

下面的流程图详细介绍了如何配置远程站点DMVPN分支路由器。

 

在本设计中，有些特性和服务在所有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间是相同的。这些系统设置

能够简化并保护解决方案的管理。 

步骤1：配置设备主机名称，以便轻松识别设备。

步骤2：配置设备管理协议。

安全HTTP（HTTPS）和安全外壳（SSH）是HTTP和Telnet协议的安全替代品。它们使

用安全套接字层（SSL）和传输层安全（TLS）提供了设备身份验证和数据加密功能。

远程站点DMVPN路由器（双路由器、

双链路）（第二台路由器）

1. 完成广域网路由器通用配置
2. 配置VRF Lite
3. 连接至互联网
4. 配置ISAKMP和IPSec
5. 配置mGRE隧道
6. 配置EIGRP
7. 配置IP组播路由

远程站点DMVPN分支路由器2
配置程序

远程站点DMVPN分支路由器2
接入层程序

8.  配置接入层HSRP
9. 配置过境网络
10.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11.配置局域网交换机
12.配置回环永续性

1. 连接至分布层
2.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3. 配置过境网络
4. 配置回环永续性

远程站点DMVPN分支

路由器2分布层程序

分布层设计？
否 是

站点完成
站点完成

流程

程序1 完成广域网路由器通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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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domain-name cisco.local
ip ssh version 2
no ip http server
ip http secure-server
line vty 0 15
  transport input ssh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enable secret c1sco123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c1sco123
aaa new-model
!
tacacs server TACACS-SERVER-1
 address ipv4 10.4.48.15
 key SecretKey
!
aaa group server tacacs+ TACACS-SERVERS
 server name TACACS-SERVER-1
!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exec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console
ip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ntp server 10.4.48.17
ntp update-calendar
!
clock timezone PST -8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line con 0
 logging synchro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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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SSH和HTTPS协议，您可以实现对局域网设备的安全管理。这两个协议均进

行了加密，可提供信息保密性，而不安全协议Telnet和HTTP则被关闭。 

启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后，能够通过网络管理系统（NMS）对网络基础设

施设备进行管理。SNMPv2c针对只读和读写团体字符串（community string）进行了

配置。 

步骤3：配置安全用户身份验证。

启用身份验证、授权与记账（AAA）来支持访问控制。所有针对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的

管理访问（SSH和HTTPS）均受到AAA的控制。 

TACACS+是在基础设施设备上向A A A服务器验证管理登录所采用的主要协议。此

外，系统还在每个网络基础设施设备上定义了一个本地AAA用户数据库，用于在中央

TACACS+服务器不可用时，提供备用身份认证源。

读者提示

本架构中使用的AAA服务器是思科身份验证控制系统。如需了解有关配置AC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

网络设备身份验证与授权部署指南》。

步骤4：配置同步时钟。

网络时间协议（NTP）用于同步网络设备。NTP网络通常从权威时间源，如与时间服务

器相连的无线电时钟或原子钟那里获取时间信息。然后NTP在企业网络中分发此信息。 

您应将网络设备设定为与网络中的本地NTP服务器保持同步。本地NTP服务器通常会参

考来自外部来源的更准确的时钟信息。通过对控制台消息、日志和调试报告进行配置，

在输出时添加时间戳，您可以实现对网络中事件的交叉参考。

当启用同步记录未请求信息和调试报告时，在显示或打印交互式CLI输出结果后，控制

台日志信息将在控制台上显示。借助这一命令，您可以在启用调试流程时，继续在设备

控制台上输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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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ip address] 255.255.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0
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ip tacacs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ntp source Loopback0

ip multicast-routing

ip pim autorp listener

ip pim sparse-mode

 

ip vrf INET-PUBLIC
 rd 65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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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配置带内管理接口

回环接口是一个逻辑接口，只要设备通电且IP接口能接入网络，它就始终可连接。基于

此功能，回环地址是带内管理交换机的最佳方法。第三层进程和功能也捆绑于此回环接

口，以确保进程永续性。 

回环地址通常是一个带32位地址掩码的主机地址。从一个不属于任何其他内部网络汇

总范围的独特网络范围中分配远程站点路由器回环IP地址。

ip pim sparse-mode命令将在该程序中做进一步介绍。

将SNMP和SSH进程绑定到回环接口地址，以实现最高永续性：

步骤6：配置IP组播路由。

IP组播允许基础设施（即路由器和交换机）复制单个IP数据流，然后将其从一个源设备

发送到多个接收设备。与多个独立单播流或传播至所有地点的广播流相比，使用IP组播

更为高效。IP电话等待音乐（MOH）和IP视频广播流是两个IP组播应用的范例。 

为了接收特定的IP组播数据流，终端主机必须通过向其本地组播路由器发送IGMP消

息，加入组播组。在传统的IP组播设计中，本地路由器会询问网络中充当RP的另一个

路由器，将接收设备映射到活动源设备上，以便它们能够加入其数据流。 

在此设计中——基于稀疏模式组播操作，思科使用autorp提供了一种简单但可扩展的方

法，来构建具备高永续性的RP环境。 

在全局配置模式下，在平台上启用IP组播路由。

必须配置每个第三层交换机和路由器，以便利用autorp来发现IP组播RP。使用ip pim 

autorp listener命令，来支持跨稀疏模式链路的发现。这一配置支持在未来对IP组播环

境进行扩展和控制，并可根据网络需求与设计进行变更。

您必须启用网络中的所有第三层接口，以支持稀疏模式组播操作。 

创建面向互联网的VRF，以支持面向DMVPN的FVRF。VRF名称可随意设定，但最好选

择一个能够描述VRF的名称。要使VRF发挥作用，您还必须配置相关的RD。RD配置会

创建路由和转发表，并将RD与VRF实例关联起来。

此设计使用了VRF Lite，从而可以任意选择RD值。当以类似的方式使用VRF时，最佳实

践是在多个设备间使用相同的VRF/RD组合。然而，这一惯例并不要求严格遵循。

程序2 配置VRF Lite



68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ip vrf forwarding [vrf name]
 ip address dhcp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ip access-group ACL-INET-PUBLIC in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INET-PUBLIC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es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boot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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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DMVPN的远程站点可以使用静态或者动态分配的IP地址。我们使用DHCP分配的

外部地址测试了设计，同时它还提供了动态配置的缺省路由。

DMVPN分支路由器直接连接至互联网，无需单独的防火墙。这一连接通过两种方式保

证安全性。由于互联网接口位于独立的VRF中，除了来自DMVPN隧道的流量外，没有

流量可以接入全局VRF。这种设计提供了自身固有的安全性。此外，IP访问列表仅允许

传输加密隧道所需的流量，以及DHCP和进行故障排除所需要的各种ICMP协议。

步骤1：启用接口、选择VRF并启用DHCP

DMVPN设计使用了FVRF，因此这一接口必须放置在上一程序配置的VRF中。

读者提示

命令参考：

RD或者与ASN相关（由一个ASN和一个任意数字组成），或者与IP地址相

关（由一个IP地址和一个任意数字组成）。

您可以采用以下格式输入RD： 

16位自治系统号码:您的32位数字

例如，65512:1。

32位IP地址：您的16位数字

例如，192.168.122.15:1。

程序3 连接至互联网

步骤2：配置和应用访问列表。

IP访问列表必须允许下表中指定的协议。访问列表应用于广域网接口的入站方向，因此

将对目的地为路由器的流量进行过滤。

表22. 需要的DMVPN协议

访问列表示例：

下表中所列的其他协议可以协助进行故障排除，但并非DMVPN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协议。

表23. 可选协议—DMVPN分支路由器

名称 协议 用途

non500-isakmp UDP 4500 基于NAT-T的IPsec

isakmp UDP 500 ISAKMP

esp IP 50 IPsec

bootpc UDP 68 DHCP

名称 协议 用途

icmp echo ICMP Type 0，Code 0 允许远程ping

icmp echo-reply ICMP Type 8，Code 0 允许ping回复

（根据我们的请求）

icmp ttl-exceeded ICMP Type 11，Code 0 允许跟踪路由回复

（根据我们的请求）

icmp port-unreachable ICMP Type 3，Code 3 允许跟踪路由回复

（根据我们的请求）

UDP high ports UDP > 1023，TTL=1 允许远程跟踪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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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permit icmp any any ttl-exceeded       ! for traceroute 
(sourced)
 permit icmp any any port-unreachable   ! for traceroute 
(sourced)
 permit udp any any gt 1023 ttl eq 1    ! for traceroute 
(destination)
 

 

crypto keyring DMVPN-KEYRING vrf INET-PUBLIC
  pre-shared-key address 0.0.0.0 0.0.0.0 key cisco123

crypto isakmp policy 10
 encr aes 256

 hash sha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group 2
!
crypto isakmp keepalive 30 5

crypto isakmp profile [ISAKMP profile name]
   keyring [keyring name]
   match identity address 0.0.0.0 [vrf name]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esp-aes 256 
esp-sha-hmac
 mode transport

crypto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
 set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set isakmp-profile FVRF-ISAKMP-INET-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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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可添加到访问列表中以支持ping的可选条目如下所示： 

其他可添加到访问列表中，以支持跟踪路由的可选条目如下所示： 

步骤1：配置crypto keyring。

crypto keyring针对特定VRF中可到达的IP源，定义了一个预共享密钥（PSK）（或密

码）。如应用于任意IP源，该密钥是一个通配预共享密钥。通配密钥使用0.0.0.0 0.0.0.0

网络/掩码组合进行配置。

步骤2：配置ISAKMP策略和对等体存活状态检测（DPD）。

面向DMVPN的ISAKMP策略采用如下规则：

● 基于256位密钥的高级加密标准（AES）
● 安全哈希标准（SHA）
● 通过PSK进行身份验证

● Diffie-Hellman组：2

启用DPD，每30秒间隔发送一次持活信息，重试间隔为5秒，这被认为是检测故障中枢

路由器的一个合理设置。

程序4 配置ISAKMP和IPsec

步骤3：创建ISAKMP配置文件。

ISAKMP配置文件将身份地址、VRF和crypto keyring关联起来。VRF内的通配地址标注

为0.0.0.0。

步骤4：定义IPsec转换集。

转换集是一个可接受的安全协议、算法和其他设置的组合，应用于IPsec保护流量。对

等体同意在保护特定的数据流时使用特定的转换集。

面向DMVPN的IPsec转换集采用如下规则：

● 采用256位AES加密算法的ESP
● 采用SHA（HMAC变体）身份验证算法的ESP

由于DMVPN中枢路由器在NAT设备后端，您必须针对传输模式配置IPsec转换。

步骤5：创建IPsec配置文件。

IPsec配置文件将ISAKMP配置文件和IPsec转换集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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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unnel [number]
 bandwidth [bandwidth (kbps)]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tcp adjust-mss 1360

interface Tunnel10
 tunnel source GigabitEthernet0/1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vrf INET-PUBLIC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

步骤1：配置基本接口设置。

您需要在配置时创建隧道接口。隧道编号可随意设定，但最好从10或更大的数字开始

编号，这是因为这一设计中部署的其他特性也可能需要使用隧道，它们可能在缺省情况

下选择了较小的数字。

带宽设置应与互联网带宽相匹配。

IP MTU应配置为1400，ip tcp adjust-mss应配置为1360。二者之间有40字节的差异，

这一差异与IP和TCP报头的总长度对应。

步骤2：配置隧道。

DMVPN使用多点GRE（mGRE）隧道。这一隧道类型仅需要一个源接口。源接口应与

在程序3中使用的、连接至互联网的接口相同。您应当将tunnel vrf命令设置到之前为

FVRF定义的VRF上。

要在该接口上启用加密，您必须应用您在之前程序中所配置的IPsec配置文件。

程序5 配置mGRE隧道
步骤3：配置NHRP。

DMVPN中枢路由器是面向所有分支的NHRP服务器。NHRP供远程路由器使用，来为

mGRE隧道连接的对等体确定隧道目的地。

分支路由器要求几个额外的配置声明，以便为DMVPN中枢路由器mGRE隧道IP地址定

义NHRP服务器（NHS）和NHRP映射声明。EIGRP（在下面的程序6中配置）依赖于组

播传输方案。分支路由器要求使用NHRP静态组播映射。

对于NHS值，请使用DMVPN中枢路由器的mGRE隧道地址。映射条目必须设定为在

Cisco ASA5500上配置的DMVPN中枢的外部NAT值。本设计方案使用了下表中所示

的值。

表24. DMVPN中枢IP地址信息

NHRP要求DMVPN云内的所有设备均使用相同的网络ID和身份验证密钥。您应当将

NHRP缓存保持时间（holdtime）配置为600秒。

这一设计可支持通过DHCP接收外部IP地址的DMVPN分支路由器。这些路由器可能在

重新加载后会获得不同的IP地址。当路由器尝试在NHRP服务器中注册时，可能会与缓

存中已有的条目重复而被拒绝。registration no-unique选项允许您覆盖现有的缓存条

目。这一特性仅在NHRP客户端（DMVPN分支路由器）上需要。

DMVPN中枢

DMZ地址

DMVPN

中枢外部地址

NHS（DMVPN中枢路由器

mGRE隧道地址）

10.4.32.33 172.16.130.1 10.4.34.1

部署动态多点虚拟专用网（DMVPN）WAN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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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unnel10
 ip nhrp authentication cisco123
 ip nhrp map 10.4.34.1 172.16.130.1
 ip nhrp map multicast 172.16.130.1
 ip nhrp network-id 101
 ip nhrp holdtime 600
 ip nhrp nhs 10.4.34.1
 ip nhrp registration no-unique
 ip nhrp shortcut
 ip nhrp redirect

interface Tunnel10
 ip hello-interval eigrp 200 20 
 ip hold-time eigrp 200 60

interface Tunnel10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200 [summary network] [summary mask]

 

router eigrp 200
 network 10.4.34.0 0.0.1.255
 network 10.5.0.0 0.0.255.255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Tunnel10
 eigrp router-id [IP address of Loopback0] 
 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no auto-summary

 

interface Tunnel10
 ip pim spars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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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nhrp redirect命令允许DMVPN中枢路由器告知分支路由器存在到目标网络的更佳路

径。DMVPN分支到分支直接通信可能需要这一功能。当建立了分支到分支隧道后，

DMVPN分支路由器还可使用快捷交换（shortcut switching）。

步骤4：配置EIGRP。

您在下面的程序6中配置EIGRP，但您需要首先针对mGRE隧道接口配置一些具体的

要求。

将EIGRP问候间隔增加至20秒，EIGRP保持时间增加至60秒，以便在一个DMVPN云上

支持多达500个远程站点。

您必须通告远程站点局域网。远程站点的IP分配经过专门设计，旨在确保正在使用的所

有网络均能够在单个汇聚路由中进行汇总。如下配置的汇总地址可以禁止更多特定的

路由。如果该汇总结果中的任何网络出现在路由表中，汇总结果将被通告给DMVPN中

枢，从而提供了一种永续性措施。如果各个局域网不能进行汇总，那么EIGRP将继续通

告特定的路由。

单个EIGRP进程运行在DMVPN分支路由器上。路由器上的所有接口均为EIGRP接口，

但只有DMVPN隧道接口采用非被动设置。网络范围必须在单个网络声明或多个网络声

明中包含所有接口IP地址。这一设计采用了将路由器ID指派给回环地址的最佳实践。所

有DMVPN分支路由器应运行EIGRP存根（stub）路由，以提高网络稳定性和降低资源

消耗。

此程序包含了当为已启用了IP组播的路由器添加DMVPN备份功能时，完成IP组播配置

所需的额外步骤。

步骤1：在DMVPN隧道接口上配置PIM

思科建议您使用稀疏模式来支持IP组播接口工作模式，并在所有第三层接口上启用该模

式，包括DMVPN隧道接口。

不要在互联网接口上启用PIM，因为这一接口不得用于请求组播流量。

程序6 配置EIGRP

程序7 配置IP组播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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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Tunnel10
 ip pim nbma-mode

interface Tunnel10
 ip pim dr-priority 0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encapsulation dot1Q [dot1q VLAN tag]
 ip address [LAN network 1 address] [LAN network 1 netmask]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sparse-mode
 ip pim dr-priority 105
 standby 1 ip [LAN network 1 gateway address]
 standby 1 priority 105
 standby 1 pree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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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为DMVPN隧道启用PIM NBMA模式。

分支到分支DMVPN网络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挑战，因为分支路由器彼此间不能直接交换

信息，即使它们处于相同的逻辑网络中也不行。无法直接交换信息可能会导致在运行IP

组播时发生问题。 

要解决NBMA问题，您需要采用单独跟踪每个远程PIM邻接设备加入信息的方法。PIM 

NBMA模式下的路由器会假定，每一个远程PIM邻接设备均已通过点对点链路连接至路

由器。

步骤3：为DMVPN分支路由器配置DR优先级

在DMVPN云中正确运行组播要求中枢路由器承担起PIM指定路由器（DR）的角色。分

支路由器永远不应成为DR。为避免出现此情况，您可以将分支路由器的DR优先级设

置为0。

您配置HSRP来启用您用作缺省网关（在两台路由器之间共享）的VIP。HSRP活动路由

器是与主要运营商相连的路由器，HSRP备用路由器是连接到辅助运营商或备用链路的

路由器。配置HSRP备用路由器，其备用优先级低于HSRP活动路由器。

拥有较高备用优先级的路由器被用作HSRP活动路由器。抢占（preempt）选项可以让

拥有较高优先级的路由器成为HSRP活动路由器，而无需等到环境中没有HSRP活动路

由器时才转变状态。针对路由器配置的相关HSRP参数如下表所示。

程序8 配置接入层HSRP

表25. 广域网远程站点HSRP参数（双路由器）

双路由器接入层设计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以支持弹性组播。PIM DR应位于HSRP活动

路由器之上。DR通常基于最高的IP地址选出，而与HSRP配置无关。在这一设计中，

HSRP活动路由器的实际IP地址低于HSRP备用路由器，因此需要对PIM配置进行修

改。可以通过明确设置路由器上面向局域网的子接口的DR优先级，来对PIM DR选择施

加影响。

针对所有数据或语音子接口重复进行此程序。

路由器 HSRP角色 虚拟IP
地址（VIP）

实际IP
地址

HSRP
优先级

PIM DR
优先级

主用 活动 .1 .2 110 110 

备用 备用 .1 .3 105 105 

技术提示

上表中显示的HSRP优先级和PIM DR优先级有着相同的值，然而，并无规定

要求这些值必须保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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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4
 description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4
 ip address 10.5.12.3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10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1 ip 10.5.12.1
 standby 1 priority 105
 standby 1 preemp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5
 description Wireless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5
 ip address 10.5.10.3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10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1 ip 10.5.10.1
 standby 1 priority 105
 standby 1 preemp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9
 description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69
 ip address 10.5.13.3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05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1 ip 10.5.13.1
 standby 1 priority 105
 standby 1 preemp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70
 description Wireless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70
 ip address 10.5.11.3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pim dr-priority 105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1 ip 10.5.11.1
 standby 1 priority 105
 standby 1 preemp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99
 description Transit Net
 encapsulation dot1Q 99
 ip address 10.5.48.2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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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两台路由器之间需要配置过境网络。该网络用于支持路由器间通信，并避免“发夹”问

题。过境网络应在已被用于数据或语音服务的路由器接口上使用一个额外的子接口。

这一网络未连接终端站，因此不需要HSRP和DHCP。

程序9 配置过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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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 eigrp 100
 network 10.5.0.0 0.0.255.255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99
 eigrp router-id [IP address of Loopback0] 
 no auto-summary

router eigrp 100
 redistribute eigrp 200

 

defaul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number]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number]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64,65,69,70,99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ip arp inspection trust 
  ip dhcp snooping trust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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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两台路由器之间必须配置路由协议。这可以确保HSRP活动路由器获得所有广域网远程

站点的全部可达性信息。

步骤1：启用EIGRP-100。

您配置面向接入层的EIGRP-100。在这一设计中，所有面向局域网的接口和回环接口均

必须为EIGRP接口。除了过境网络子接口外，所有接口均必须设置为被动。网络范围必

须在单个网络声明或多个网络声明中包含所有接口IP地址。这一设计采用了将路由器ID

指派给回环地址的最佳实践。不包括作为EIGRP接口的DMVPN mGRE接口。 

步骤2：将EIGRP-200（DMVPN）重分布至EIGRP-100中。

这一步骤仅应在DMVPN分支路由器上完成。

EIGRP-200已经针对DMVPN mGRE接口进行了配置。来自此EIGRP进程的路由被重分

布。由于路由协议相同，因此无需缺省度量值（metric ）。 

程序10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程序11 配置局域网交换机

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步骤1：局域网交换机上的中继配置

一个802.1Q trunk用于连接此上游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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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接入层交换机上处于活动状态的VLAN。DHCP监

听和ARP检测被设置为可信。 

Catalyst 2960-S和4500不需要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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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access-list standard R[number]-LOOPBACK
permit [IP Address of Adjacent Router Loopback]
!
route-map LOOPBACK-ONLY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R[number]-LOOPBACK

router eigrp [as]
redistribute eigrp 100 route-map LOOPBACK-ONLY
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redistributed

router bgp 65511
 network 10.5.12.0 mask 255.255.255.0
 network 10.5.13.0 mask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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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远程站点路由器通过回环接口配置带内管理。要确保双路由器设计中的回环接口可达

性，须将邻接路由器的回环重分布至广域网路由协议中。

选项1. 广域网协议是EIGRP

步骤1：配置一个访问列表来限制重分布仅包含邻接路由器的回环IP地址。

步骤2：配置EIGRP来重分布邻接路由器的回环IP地址。必须对EIGRP存根（stub）路

由进行调整，以允许重分布的路由。

选项2. 广域网协议是BGP

步骤1：配置BGP来通告邻接路由器的回环网络

程序12 配置回环永续性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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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Port-channel [number]
 no ip address

interface Port-channel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encapsulation dot1Q [dot1q VLAN tag]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number]
 no shutdown

interface Port-channel1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Port-channel1.50
 encapsulation dot1Q 50
 ip address 10.5.168.1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no ip address

使用本组程序来为第二层广域网远程站点（单路由器、单链路）配置第二层WAN CE路

由器。本节内容包括连接到分布层所需的全部程序步骤。

针对第二层WAN+DMVPN远程站点也请使用这组程序。在单路由器、双链路设计中，

可使用这些程序来将分布层连接至双角色第二层WAN CE和DMVPN分支路由器。当您

将分布层连接至双路由器、双链路设计的第一台路由器时，请使用这些程序。 

第二层端口通道接口连接到广域网分布层交换机。这种连接允许必要时在Ether-

Channel上包括多个VLAN。

以下配置用于在路由器和交换机之间创建一个EtherChannel链路，并设定两个通道组

（channel-group）成员。 

部署广域网远程站点
分布层

部署广域网远程站点分布层2012年上半年

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分布层

1. 将CE路由器连接到分布层

2.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3. 配置过境网络

流程

程序1 将CE路由器连接到分布层

步骤1：配置端口通道接口。

创建端口通道接口。作为一种最佳实践，请尽可能在链路两端使用相同的通道编号。

步骤2：配置端口通道子接口并分配IP地址。

在您启用了物理接口后，请将相应的子接口映射到分布层交换机的VLAN上。子接口编

号不需要与802.1Q标记保持一致，但保持一致可以简化整体配置。

路由器上配置的子接口与分布层交换机上VLAN接口相对应。流量在设备间进行路由，

而VLAN充当点对点链路。

步骤3：以管理员身份启用端口通道组成员并指定相应的通道组。

并非所有的路由器平台都能支持链路汇聚控制协议（LACP）与交换机进行协商，因此

您须以静态方式配置EtherChannel。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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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router eigrp [as number]
 network [network] [inverse mask]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interface]
 eigrp router-id [IP address of Loopback0] 
 no auto-summary

router eigrp [as number]
 redistribute eigrp [as number (Layer 2 WAN)]

router eigrp 100
 network 10.5.0.0 0.0.255.255
 redistribute eigrp 300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1.50
 eigrp router-id 10.5.168.254
 no auto-summary

 

interface Port-channel1.99
 description Transit Net
 encapsulation dot1Q 99
 ip address 10.5.168.9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 
router eigrp 100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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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在路由器和分布层之间配置一个路由协议。 

步骤1：启用EIGRP-100。

配置面向分布层的EIGRP-100。在这一设计中，所有面向分布层的子接口和回环接口均

必须为EIGRP接口。所有其他接口应当被设定为被动。网络范围必须在单个网络声明或

多个网络声明中包含所有接口IP地址。这一设计采用了将路由器ID指派给回环地址的最

佳实践。 

步骤2：将EIGRP-300（第二层WAN）重分布至EIGRP-100中。

仅在远程站点第二层WAN CE路由器上完成这一步。

EIGRP-300已配置用于支持第二层WAN接口。来自此EIGRP进程的路由被重分布。由于

路由协议相同，因此无需缺省metric（度量值）。

程序2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示例

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在两台路由器间配置过境网络。您使用该网络进行路由器间通信，并避免“发夹”

问题。过境网络应在已经被用于连接分布层的EtherChannel接口上使用一个额外的

子接口。

过境网络必须是非被动EIGRP接口。

这一网络未连接终端站，因此不需要HSRP和DHCP。

程序3 配置过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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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Port-channel [number]
 no ip address

interface Port-channel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encapsulation dot1Q [dot1q VLAN tag]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number]
 no shutdown

interface Port-channel2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Port-channel2.54
 encapsulation dot1Q 54
 ip address 10.5.168.5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2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2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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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层WAN+DMVPN远程站点请使用这组程序。当配置双路由器、双链路设计的

第二台路由器时，可以使用这些程序来连接分布层。 

第二层端口通道接口将DMVPN分支路由器连接到广域网分布层交换机。这种连接允许

必要时在EtherChannel上包括多个VLAN。

以下配置用于在路由器和交换机之间创建一个EtherChannel链路，并设定两个通道组

（channel-group）成员。 

步骤1：配置端口通道接口。

创建端口通道接口。作为一种最佳实践，请尽可能在链路两端使用相同的通道编号。

步骤2：配置端口通道子接口并分配IP地址。

在您启用了物理接口后，请将相应的子接口映射到分布层交换机的VLAN上。子接口编

号不需要与802.1Q标记保持一致，但保持一致可以简化整体配置。

流程

程序1 将路由器连接至分布层

远程站点第二台路由器分布层

1. 将路由器连接至分布层

2.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3. 配置过境网络

4. 配置回环永续性

路由器上配置的子接口与分布层交换机上VLAN接口相对应。流量在设备间进行路由，

而VLAN充当点对点链路。

步骤3：启用端口通道组成员并指定相应的通道组。

并非所有的路由器平台均支持链路汇聚控制协议（LACP）与交换机进行协商，因此

EtherChannel以静态方式配置。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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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ter eigrp [as number]
 network [network] [inverse mask]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interface]
 eigrp router-id [IP address of Loopback0] 
 no auto-summary

router eigrp [as number]
 redistribute eigrp [as number (DMVPN)]

router eigrp 100
 network 10.5.0.0 0.0.255.255
 redistribute eigrp 200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2.54
 eigrp router-id 10.5.168.253
 no auto-summary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sub-interface number]
 encapsulation dot1Q [dot1q VLAN tag]
 ip address [transit net address] [transit net netmask]

interface Port-channel2.99
 description Transit Net
 encapsulation dot1Q 99
 ip address 10.5.168.10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
router eigrp 100
  no passive-interface Port-channel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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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在路由器和分布层之间配置一个路由协议。

步骤1：启用EIGRP-100。

EIGRP-100面向分布层进行配置。在这一设计中，所有面向分布层的子接口和回环接口

均必须为EIGRP接口。所有其他接口应当被设定为被动。网络范围必须在单个网络声明

或多个网络声明中包含所有接口IP地址。这一设计采用了将路由器ID指派给回环地址的

最佳实践。 

步骤2：将EIGRP-200（DMVPN）重分布至EIGRP-100中。

这一步骤仅应在DMVPN分支路由器上完成。

EIGRP-200已经针对DMVPN mGRE接口进行了配置。来自此EIGRP进程的路由被重分

布。由于路由协议相同，因此无需缺省metric（度量值）。

示例

程序2 配置EIGRP（局域网端） 程序3 配置过境网络

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在两台路由器间配置过境网络。您使用该网络进行路由器间通信，并避免“发夹”

问题。过境网络应在已经被用于连接分布层的EtherChannel接口上使用一个额外的

子接口。

过境网络必须是非被动EIGRP接口。

这一网络未连接终端站，因此不需要HSRP和DHCP。

示例

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远程站点路由器通过回环接口配置带内管理。要确保双路由器设计中的回环接口可达

性，须将邻接路由器的回环重分布至广域网路由协议中。

程序4 配置回环永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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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access-list standard R[number]-LOOPBACK
permit [IP Address of Adjacent Router Loopback]
!
route-map LOOPBACK-ONLY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R[number]-LOOPBACK

router eigrp [as]
redistribute eigrp 100 route-map LOOPBACK-ONLY
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redistributed

router bgp 65511
 network 10.5.12.0 mask 255.255.255.0
 network 10.5.13.0 mask 255.255.255.0

 

 

vlan [VLAN number]

interface Vlan [VLAN number]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no shutdown

interface Port-channel [number]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VLAN number]
 switchport mode trunk

部署广域网远程站点分布层2012年上半年

选项1. 广域网协议是EIGRP

步骤1：配置一个访问列表来限制重分布仅包含邻接路由器的回环IP地址。

步骤2：配置EIGRP来重分布邻接路由器的回环IP地址。必须对EIGRP存根（stub）路

由进行调整，以允许重分布的路由。

选项2. 广域网协议是BGP

步骤1：配置BGP来通告邻接路由器的回环网络

流程

远程站点WAN分布层交换机配置

1. 完成交换机通用配置

2. 连接至广域网路由器

3. 配置EIGRP

4. 配置过境网络VLAN

本指南假定已经配置了分布层交换机，因此仅包含了完成交换机与广域网边缘路由器连

接所需的程序。如需了解有关分布层交换机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面向大型企业的

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

端口通道接口连接至单广域网路由器或双广域网路由器，这些连接是第二层端口通道。

以下配置用于在交换机和路由器之间创建一个EtherChannel链路，并设定两个通道组

（channel-group）成员。必要时，请对额外的广域网路由器重复该程序。 

步骤1：为交换机上的路由器链路创建VLAN，创建VLAN接口并分配IP地址。

为路由器链路创建点对点VLAN。

为点对点链路创建VLAN接口并分配IP地址。

步骤2：配置端口通道接口，并针对802.1Q VLAN中继进行配置。

作为一种最佳实践，请尽可能在链路两端使用相同的通道编号。 

步骤3：以管理员身份启用端口通道组成员并指定相应的通道组。针对802.1 VLAN中继

进行配置。

程序1 完成交换机通用配置

程序2 连接至广域网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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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VLAN number]
 switchport mode trunk
 channel-group [number] mode on
 no shutdown

vlan 50
!
interface Port-channel1
 description Layer 2 WAN CE router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50
 switchport mode trunk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description Layer 2 WAN CE router port 1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50
 switchport mode trunk
 channel-group 1 mode on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1
 description Layer 2 WAN CE router port 2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50
 switchport mode trunk
 channel-group 1 mode on
 no shutdown
!
interface Vlan50
 ip address 10.5.168.2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router eigrp [as number]
 network [network] [inverse mask]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interface]
 eigrp router-id [IP address of Loopback0] 
 no auto-summary
 nsf

部署广域网远程站点分布层2012年上半年

并非所有的路由器平台都能支持链路汇聚控制协议（LACP）与交换机进行协商，因此

您须以静态方式配置EtherChannel。

示例

为网络将使用的IP地址空间启用EIGRP。如果您的网络需要，可以输入多个网络声明。

禁用IP网络的自动汇总功能，并将所有路由链路缺省设置为被动属性。EIGRP路由器ID

使用Loopback 0 IP地址，以确保最高永续性。

单一逻辑分布层设计使用状态化故障切换和不间断转发，在发生管理引擎数据或控制平

面故障时，在不到一秒钟内完成故障切换。这一功能减少了在切换到冗余逻辑设备时的

丢包现象，并能够在数据平面与邻近节点无通信时保持数据包流向。在基于堆叠的分布

层方法中，仍存在单个逻辑控制点，堆叠中的主控制平面可以在发生故障时切换到堆叠

中的其他成员，从而带来秒级或亚秒级永续性。当分布平台的管理引擎或主交换机从活

动管理引擎切换到热备用管理引擎时，将继续在硬件中交换IP数据流。然而，管理引擎

需要时间在控制平面和EIGRP路由邻接设备之间重建双向对等关系，避免对等路由器由

于丢失通信而破坏邻接关系，后者可能会导致流量重路由和中断。为了给管理引擎提供

恢复时间，路由协议使用了不间断转发（NSF）设置，以等待两台管理引擎对等交换机

进行恢复。邻接路由器如果具备能够识别NSF对等体的IOS版本，我们就可以说它能够

感知NSF。这一设计中使用的所有平台均具备NSF感知能力，能够支持正在使用的路由

协议。

您必须配置分布层交换机，为正在使用的协议启用NSF功能，以便当它需要切换到对

等邻接设备的热备用管理引擎时能够告知对等体，从而有时间重建到该节点的EIGRP协

议。在这一网络中无需对缺省的NSF计时器进行调节。具备NSF感知能力的对等路由器

无需进行配置。

程序3 配置EI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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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 eigrp 100
 network 10.5.0.0 0.0.255.255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Vlan50
 eigrp router-id 10.5.168.252
 no auto-summary 
 nsf

 

vlan [VLAN number]

interface Port-channel [number]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VLAN number]
!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VLAN number]

vlan 99
!
interface Port-channel1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99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99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1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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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仅适用于双路由器设计

您须在两台路由器之间配置过境网络，但是路由器之间不需要物理链路。相反，请使用

一个过境VLAN。分布层在两个现有的第二层EtherChannels上扩展了VLAN。分布层不

参与过境网络上的任何路由，因此过境网络VLAN不需要VLAN接口。

步骤1：在交换机上创建传输VLAN。

创建传输VLAN。

步骤2：将传输VLAN添加到现有端口通道中继接口和通道组成员。

程序4 配置过境网络VLAN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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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p match-any [class-map name]
 match dscp [dcsp value] [optional additional dscp value(s)]

class-map match-any VOICE
 match dscp ef
!
class-map match-any INTERACTIVE-VIDEO
 match dscp cs4 af41
!
class-map match-any CRITICAL-DATA
 match dscp af31 cs3

配置广域网边缘QoS，等同于定义流量如何流出网络。关键是分类、标记（marking）

和带宽分配要与服务提供商的服务相协调，以确保一致的端到端QoS处理。

使用class-map命令来定义流量类别和确定与类别名称相关联的流量。类别名称将在配

置策略映射表时用到，策略映射表定义了您针对流量类型想要采取的措施。class-map

命令设置了匹配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匹配任意（match-any）关键字表示映射表匹配

任何指定的标准。该关键字后跟您想要分配给服务类别的名称。在配置了class-map命

部署广域网
服务质量

流程

程序1 创建QoS映射表来对流量进行分类

令之后，您需要定义具体值，如DSCP和协议，来匹配match命令。您使用以下两种形

式的match命令：match dscp 和 match protocol。

使用以下步骤来配置所需的广域网类别映射表和匹配标准。

步骤1：为DSCP匹配创建类别映射表。

请重复此步骤，为下表中所列的六个广域网服务类别中的每一个分别创建一个类别映射表。

您不需要明确地配置缺省类别。

表26. QoS服务类别

示例

服务类别 流量类型 DSCP值 带宽% 拥塞避免

VOICE 语音流量 ef 10（PQ） -

INTERACTIVE-
VIDEO

交互式视频 cs4, af41 23（PQ） -

CRITICAL-
DATA

高度交互 af31, cs3 15 基于DSCP

DATA 数据 af21 19 基于DSCP

SCAVENGER Scavenger
（清道夫）

af11, cs1 5

NETWORK-
CRITICAL

路由协议 cs6, cs2 3

缺省 尽力而为 其他 25 随机

部署广域网服务质量2012年上半年

QoS配置

1. 创建QoS映射表来对流量进行分类

2. 将ISAKMP流量添加到网络关键（NETWORK-CRITICAL）类别

3. 实施排队策略

4. 配置每站点整形器（Shaper）

5. 配置物理接口整形和排队（S&Q）策略

6. 将广域网QoS策略应用于物理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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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map match-any DATA
 match dscp af21
!
class-map match-any SCAVENGER
 match dscp af11 cs1
!
class-map match-any NETWORK-CRITICAL
 match dscp cs6 cs2
!
class-map match-any BGP-ROUTING
 match protocol bgp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SAKMP 
 permit udp any eq isakmp any eq isakmp

class-map match-any NETWORK-CRITICAL
 match access-group name ISAKMP

 

-
policy-map [policy-map-name]

class [class-name]

bandwidth percent [percentage]

部署广域网服务质量2012年上半年

对于使用DMVPN的广域网连接，您需要确保ISAKMP流量在广域网中得到正确处理。

要对该流量进行归类，需要创建一个访问列表，并将该访问列表名称添加到在程序1中

创建的网络关键（NETWORK-CRITICAL）类别映射表中。

此程序仅对广域网汇聚DMVPN中枢路由器或广域网远程站点DMVPN分支路由器来说

是必需的。 

步骤1：创建访问列表。

步骤2：将匹配标准添加到现有的网络关键（NETWORK-CRITICAL）类别映射表。

技术提示

技术提示

您不需要配置尽力而为（Best-Effort）类别。它已经暗含在程序5中所示的

缺省类别内了。

程序2 将ISAKMP流量添加到网络关键（NETWORK-CRITICAL）类别

程序3 实施排队策略

广域网策略映射表引用了您在之前的程序中创建的类别名称，并定义了排队行为以及分

配给每个类别的最大保证带宽。此规范使用策略映射表完成。然后策略映射表中的每个

类别调用一个外出队列，分配一定比例的带宽，并将一个特定的流量类别关联到该队

列。一个额外的缺省类别定义了可用于“尽力而为”流量的最低允许带宽。

选项1. 定义每远程站点策略映射表

此程序仅适用于广域网汇聚第二层WAN CE路由器。此程序将需要重复多次—针对每个

第二层广域网连接的远程站点执行一次。 

步骤1：为所有第二层广域网连接的远程站点创建远程站点特定策略映射表。

步骤2：应用之前创建的类别映射表。

步骤3：为类别指派保证的最大带宽（可选）。

本地路由器策略映射表定义了七个类别，而大多数服务提供商仅提供六个

服务类别。定义网络关键（NETWORK-CRITICAL）策略映射表，用以确保

网络关键流量在通往WAN的出口上得到正确的分类、标记（marking）和排

队。在流量被传送到服务提供商那里之后，网络关键流量通常被服务提供

商重新映射到关键数据类别中。多数提供商都通过在DSCP值cs6和cs2上

进行匹配来执行这一再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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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percent [percentage]

random-detect [type]

policy-map POLICY-MAP-Br210
 class VOICE
  priority percent 10
 class INTERACTIVE-VIDEO
  priority percent 23
 class CRITICAL-DATA
  bandwidth percent 15
  random-detect dscp-based
 class DATA
  bandwidth percent 19
  random-detect dscp-based
 class SCAVENGER
  bandwidth percent 5
 class NETWORK-CRITICAL
  bandwidth percent 3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percent 25
  random-detect

policy-map POLICY-MAP-Br211
 class VOICE
  priority percent 10
 class INTERACTIVE-VIDEO
  priority percent 23
 class CRITICAL-DATA
  bandwidth percent 15
  random-detect dscp-based

 class DATA
  bandwidth percent 19
  random-detect dscp-based
 class SCAVENGER
  bandwidth percent 5
 class NETWORK-CRITICAL
  bandwidth percent 3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percent 25
  random-detect

policy-map [policy-map-name]

class [class-name]

bandwidth percent [percentage]

priority percent [percentage]

random-detect [type]

policy-map WAN
 class VOICE 
  priority percent 10
 class INTERACTIVE-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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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可选）为类别定义优先队列。注意，当采用优先级队列时，将针对这一浏览类

型应用隐含的限速器（implicit policer）。

步骤5：（可选）定义拥塞机制。

步骤6：针对表26中的每个类别重复步骤2至步骤5，包括缺省类别。

选项1示例（部分策略，显示站点210和211） 

选项2. 定义单一的全局策略映射表

此程序仅适用于DMVPN中枢路由器和所有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

步骤1：创建父策略映射表。

步骤2：应用之前创建的类别映射表。

步骤3：（可选）为类别分配最大保证带宽。

步骤4：（可选）为类别定义优先队列。注意，当采用优先级队列时，将针对这一浏览类

型应用隐含的限速器（implicit policer）。

步骤5：（可选）定义拥塞机制。

步骤6：针对表26中的每个类别重复步骤3至步骤5，包括缺省类别。

选项2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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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ority percent 23
 class CRITICAL-DATA 
  bandwidth percent 15 
  random-detect dscp-based
 class DATA 
  bandwidth percent 19 
  random-detect dscp-based
 class SCAVENGER 
  bandwidth percent 5 
 class NETWORK-CRITICAL
  bandwidth percent 3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percent 25 
  random-detect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 name site 1]
 permit ip any [site 1 network] [site 1 inverse mask]

class-map match-all [Class map name site 1]
 match access-group [ACL name site 1]

policy-map [child policy-map-name]
 class [class-name]
  bandwidth percent [percentage] 

class [class-name]
  shape  [average | peak] [bandwidth (kbps)]

service-policy [policy-map-name]

ip access-list extended Br210-10.5.144.0
 permit ip any 10.5.144.0 0.0.7.255
ip access-list extended Br212-10.5.168.0
 permit ip any 10.5.168.0 0.0.7.255

部署广域网服务质量2012年上半年

此程序仅适用于广域网汇聚第二层WAN CE路由器。

在子级别额外应用一组整形策略，以便当电信运营商为远程站点提供低于主站点的协定

速率时，避免流量溢出的发生。根据目标网络地址和协定的远程站点带宽速率，整形策

略独特地应用于每个远程站点。

步骤1：创建IP扩展的访问列表，以便为每个远程站点匹配目标网络范围。

技术提示

虽然这些带宽分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准，但考虑您每个类别的实际流量要

求，并相应地调整带宽设置仍十分重要。

步骤2：为每个远程站点创建类别映射表。将目的地网络访问列表与类别映射表相

关联。

步骤3：针对每个远程站点重复步骤1-2。 

步骤4：创建子策略映射表，以便为网络关键（NETWORK-CRITICAL）流量保存带

宽，并为远程站点启用流量整形。

表27. 第二层广域网远程站点网络和带宽参数

步骤5：采用上表中的参数为每个远程站点配置整形器。

步骤6：应用子服务策略。

步骤7：针对每个远程站点重复步骤5-6。 

示例

站点 网络 协定的速率（Mbps）

210 10.5.144.0/21 10 

211 10.5.152.0/21 10

212 10.5.168.0/21 20 

213 10.5.176.0/21 20

程序4 配置每站点整形器（Sh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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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p match-all CLASS-MAP-Br210
 match access-group name Br210-10.5.144.0
class-map match-all CLASS-MAP-Br212
 match access-group name Br212-10.5.168.0
policy-map POLICY-MAP-L2-WAN-BACKBONE-WITH-PER-SITE-SHAPERS
 class NETWORK-CRITICAL
  bandwidth percent 3 
 class CLASS-MAP-Br210
  shape average 10000000
  service-policy POLICY-MAP-Br210
 class CLASS-MAP-Br212
  shape average 20000000
  service-policy POLICY-MAP-Br212

 

policy-map [policy-map-name]

class [class-name]
  shape  [average | peak] [bandwidth (kbps)]

service-policy [policy-map-name]

policy-map WAN-INTERFACE-G0/0/4 
 class class-default   
  shape average 500000000
 service-policy POLICY-MAP-L2-WAN-BACKBONE-WITH-PER-SITE-
SHAPERS

policy-map WAN-INTERFACE-G0/0/3 
 class class-default   
  shape average 100000000
 service-policy WAN

policy-map WAN-INTERFACE-G0/0  
class class-default   
  shape average 20000000
 service-policy WAN
!
policy-map WAN-INTERFACE-G0/1 
 class class-default   
  shape average 10000000
 service-policy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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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使用以太网作为接入技术的广域网接口，企业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分界点可能不会

再有物理接口带宽限制。相反，可以与服务提供商约定指定量的接入带宽。要确保向服

务提供商提供的负载不超出协定的速率——超出该速率可能会导致运营商丢弃流量，您

需要在物理接口上配置整形（shaping）。该整形可以借助QoS服务策略来实现。您在

外部以太网接口上配置一个QoS服务策略，该父策略包括一个整形器（shaper），该

整形器随后引用第二个或一个从属（子）策略，实现在整形的速率范围内进行排队。这

被称为分级式基于类的加权公平队列（HCBWFQ）配置。当您配置shape average命令

时，请确保其值符合您与服务提供商协定的带宽速率。

此程序适用于所有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这一程序可以重复执行多次，以支持具有多

个连接到不同接口的WAN连接的设备。

步骤1：创建父策略映射表。

作为一种最佳实践，请在父策略映射表名称内嵌入接口名称。

程序5 配置物理接口整形和排队（S&Q）策略

步骤2：配置整形器。

步骤3：应用子服务策略。

示例（广域网汇聚第二层WAN CE路由器）

此示例展示了一个在接口GigabitEthernet0/0/4上具有500-Mbps链路的路由器和一个

子整形器策略。

示例（DMVPN中枢路由器）

此示例展示了一个在接口GigabitEthernet0/0/3上具有100-Mbps链路的路由器。

示例（远程站点CE路由器）

此示例显示了一个在接口GigabitEthernet0/0上具有20-Mbps链路、在接口Gigabit-

Ethernet0/1上具有10-Mbps链路的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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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service-policy output [policy-map-nam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INTERFACE-G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INTERFACE-G0/1

部署广域网服务质量2012年上半年

要在物理接口上调用整形和排队，您必须应用您在之前的程序中配置的父策略。

此程序适用于所有广域网路由器。您可以将这一程序重复执行多次，以支持具有多个连

接到不同接口的广域网连接的设备。

步骤1：选择广域网接口。

步骤2：应用广域网QoS策略。

该服务策略需要应用于出站方向。

示例

程序6 将广域网QoS策略应用于物理接口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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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随着远程工作地点的数量不断增加，网络管理员需要工具来帮助他们确保在远程地点提

供可靠的应用性能。最近的趋势表明企业远程站点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多数新雇佣的

员工都位于远程站点。这些趋势与全球扩张、员工吸引和挽留、并购、成本节省以及环

境问题等因素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远程站点通信要求也在不断发展，需要采用协作应用、视频和Web 2.0技

术。这些发展也给远程站点和广域网提出了更高的性能要求。

企业进行数据中心整合的趋势也在继续。整合将把多数远程站点资产转移到数据中心

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符合监管要求，实现集中化的安全性和对企业数据资产更强有力

的控制。

在整合数据中心的同时增加远程站点人数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远程站点员工要通过相

对较慢的广域网来访问基于局域网的业务应用。随着这些应用日益以多媒体为中心、

对延迟的敏感性越来越高，IT和网络人员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来保持远程应用的

响应时间与位于公司数据中心应用服务器本地的用户处于同等水平。这些本地用户享

有数Mb的局域网速度，不会像处在广域网连接另一端的同事一样，受到距离导致的延

迟的影响。

应用优化可以提升网络性能，同时增强安全性和改善应用交付。思科广域网优化是一个

架构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工具和技术，它们相互配合，以一种战略性的系统方式，提

供一流的广域网优化性能，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借助WAAS部署
应用优化

借助WAAS部署应用优化2012年上半年

技术概述

广域网汇聚

广域网汇聚站点使用了由两台或多台WAE设备组成的集群，来提供WAAS功能。WAE

设备连接至分布层交换机。连接都使用EtherChannel，以提升吞吐率和弹性。WAE连

接至在分布层交换上配置的广域网服务网络。 

城域100设计使用了一个WAE-7371设备集群。需要的设备总数量最低为2个（用于实

现N+1冗余）。同样，城域25设计使用了一个WAE-7341设备集群，需要的设备总数量

最少为2（用于实现N+1冗余）。关于WAE规模确定（sizing）的其他细节在下表中提

供。扇出（fan-out）数量与远端对等WAE设备的总数量相对应。

表28. 广域网汇聚WAE选项

设备 最大优化

TCP连接

最大推荐广域网

链路[Mbps]
最大优化

吞吐率[Mbps]
最大核心扇出

[对等体]

WAVE-574-3GB 750 8 100 35 

WAVE-574-6GB 1300 20 150 70 

WAVE-594-8GB 750 50 250 50 

WAVE-594-12GB 1300 100 300 100 

WAE-674-4GB 2000 45 250 100 

WAE-674-8GB 6000 90 350 200 

WAE-674-8GB-VB 4000 90 350 200 

WAE-694-16GB 2500 200 450 150 

WAE-694-24GB 6000 200 500 300 

WAE-7341 12000 310 1000 1400 

WAE-7371 50000 1000 2500 2800 

WAVE-7541 18000 500 1000 700 

WAVE-7571 60000 1000 2000 1400 

WAVE-8541 150000 2000 400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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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re comprehensive, interactive WAAS sizing tool is available for regis-
tered users of cisco.com: 

http://tools.cisco.com/WAAS/sizing

The WCCP is a protocol developed by Cisco. Its purpose is to transparently 
intercept and redirect traffic from a network device to a WCCP appliance 
such as a WAE running WAAS (discussed below).

WCCP is enabled on the Layer 2 WAN CE and DMVPN routers. The WCCP 
redirect uses service groups 61 and 62 to match traffic for redirection. 
These service groups must be used in pairs:

•	 Service group 61 uses the source address to redirect traffic

•	 Service group 62 uses the destination address to redirect traffic

This design uses WCCP 61 inbound on LAN-facing interfaces to match 
unoptimized data sourced from the data center that is destined for clients at 
the WAN remote sites. WCCP 62 is used inbound on WAN-facing interfaces, 
matching optimized data sourced from the WAN remote sites. WCCP 62 is 
used outbound on LAN interfaces for DMVPN hub routers.

The connections from the switch to the Layer 2 WAN CE and DMVPN 
routers are all routed point-to-point links. This design mandates the use of 
a negotiated-return GRE tunnel from WAE to router. When a design uses a 
GRE negotiated return, it is not required to extend the WAN services VLAN 
to include the Layer 2 WAN CE and DMVPN routers.

Figure 30 - WAN aggregation—WAAS topology

Remote Sites

The WAN Optimization design for the remote sites can vary somewhat 
based on sit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Single router sites use a single (non-
redundant) WAE. Similarly, all dual-router sites use dual WAEs. The specifics 
of the WAE sizing and form-factor primarily depend on the number of end 
users and bandwidth of the WAN link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o consider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WAN remote-site WAN Optimization platform. The 
primary parameter of interest is the bandwidth of the WAN link. After the 
bandwidth requirement has been met, the next item under consideration is 
the maximum number of concurrent, optimized TCP connections. Additional 
detail on the WAE sizing is provided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he optimized 
throughput numbers correspond to the apparent bandwidth available after 
successfully optimization by WAAS.

借助WAAS部署应用优化2012年上半年

我们为cisco.com网站的注册用户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互动式WAAS规模确定工具。 

http://tools.cisco.com/WAAS/sizing

WCCP是由思科开发的协议。其目的在于透明地截获和重定向从网络设备到WCCP设

备的流量，如运行WAAS的WAE（在下面探讨）。

WCCP在第二层WAN CE和DMVPN路由器上启用。WCCP重定向使用服务组61和62来

匹配用于重定向的流量。这些服务组必须成对使用：

● 服务组61使用源地址来重定向流量

● 服务组62使用目标地址来重定向流量

这一设计在面向局域网的接口入站方向使用了WCCP 61来匹配源自数据中心的未经优

化的数据，而数据中心是位于广域网远程站点的客户机目的地。在面向广域网的接口入

站方向使用了WCCP 62，匹配源自经过优化的广域网远程站点的数据。在面向DMVPN

中枢路由器的局域网接口的出站方向上使用了WCCP 62。

从交换机至第二层WAN CE和DMVPN路由器的连接均为路由的点对点链路。这一设计

强制使用了从WAE到路由器的协商返回（negotiated-return） GRE隧道。当设计使用

了GRE协商返回（negotiated return）时，就不需要扩展WAN服务VLAN来将第二层

WAN CE和DMVPN路由器包括在内。

图30. WAN汇聚—WAAS拓扑

 

远程站点

远程站点的广域网优化设计根据站点的具体特点会有所不同。单路由器站点使用一

个（非冗余）WAE。同样，所有双路由器站点使用双WAE。WAE规模和形式（form 

factor）的具体情况主要取决于最终用户的数量和WAN链路的带宽。在选择广域网远程

站点WAE优化平台时，有多种因素需要考虑。主要考虑因素是WAN链路的带宽。在满

足带宽要求之后，需要考虑的下一因素就是并发的优化型TCP连接的最大数量。关于

WAE规模确定（sizing）的其他细节在下表中提供。优化的吞吐率数据与在WAAS成功

优化后可用的带宽相对应。

WAAS WAE集群

协商GRE隧道

WCCP入站重定向：

WCCP出站重定向：

wccp 61（源自LAN）
wccp 62（源自WAN）

wccp 62（源自WAN）WAN分布

CE路由器

DMVPN中枢路由器

互联网边缘

互联网
DMVPN第二层

http://tools.cisco.com/WAAS/s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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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9 -  WAN Remote-Site WAE Options

Device

Max opti-
mized TCP 
connections

Max recom-
mended WAN 
link [Mbps] 

Max 
optimized 
throughput 
[Mbps]

SRE-700-S 200 20 200 

SRE-700-M 500 20 200 

SRE-900-S 200 50 300 

SRE-900-M 500 50 300 

SRE-900-L 1000 50 300 

WAVE-274 200 2 90 

WAVE-294-4GB 200 10 100 

WAVE-294-8GB 500 20 150 

WAVE-474 400 4 90 

WAVE-574-3GB 750 8 100 

WAVE-574-6GB 1300 20 150 

WAVE-594-8GB 750 50 250 

WAVE-594-12GB 1300 100 300 

WAE-674-4GB 2000 45 250 

WAE-674-8GB 6000 90 350 

WAE-674-8GB-VB 4000 90 350 

WAE-694-16GB 2500 200 450 

WAE-694-24GB 6000 200 500 

WAE-7341 12000 310 1000 

WAE-7371 50000 1000 2500 

WAVE-7541 18000 500 1000 

WAVE-7571 60000 1000 2000 

WAVE-8541 150000 2000 4000 

A more comprehensive, interactive WAAS sizing tool is available for regis-
tered users of cisco.com: http://tools.cisco.com/WAAS/sizing

The WAE form factors previously discussed include a router Service Ready 
Engine (SRE) and an external appliance. These variants all run the same 
WAAS software and are functionally equivalent. The primary difference is 
the method of LAN attachment for these devices:

•	 SRE: One internal interface (router connect only), one external interface

•	 Appliance: Two interfaces (both external)

The approach for connecting the WAE devices to the LAN is to be consistent 
regardless of the chosen hardware form-factor. All WAE connections are 
made using the external interfaces. The benefit of this method is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create a dedicated network specifically to attach the WAE 
devices, and the SRE and appliance devices can use an identical design. 
The internal interface of the SRE is not used for this design, except for the 
initial bootstrapping of the device configurations.

You must connect an external Ethernet cable from each SRE module for this 
solution.

You should connect the WAE devices to the data VLAN of the access switch 
in all flat Layer 2 designs.

Figure 31 - WAN remote-site—WAAS topology (access layer 
connection)

借助WAAS部署应用优化2012年上半年

表29. 广域网远程站点WAE选项

设备 最大优化TCP

连接

最大推荐广域网链路

[Mbps]

最大优化吞吐率

[Mbps]

SRE-700-S 200 20 200 

SRE-700-M 500 20 200 

SRE-900-S 200 50 300 

SRE-900-M 500 50 300 

SRE-900-L 1000 50 300 

WAVE-274 200 2 90 

WAVE-294-4GB 200 10 100 

WAVE-294-8GB 500 20 150 

WAVE-474 400 4 90 

WAVE-574-3GB 750 8 100 

WAVE-574-6GB 1300 20 150 

WAVE-594-8GB 750 50 250 

WAVE-594-12GB 1300 100 300 

WAE-674-4GB 2000 45 250 

WAE-674-8GB 6000 90 350 

WAE-674-8GB-VB 4000 90 350 

WAE-694-16GB 2500 200 450 

WAE-694-24GB 6000 200 500 

WAE-7341 12000 310 1000 

WAE-7371 50000 1000 2500 

WAVE-7541 18000 500 1000 

WAVE-7571 60000 1000 2000 

WAVE-8541 150000 2000 4000 

我们为cisco.com网站的注册用户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互动式WAAS规模确定工具。

http://tools.cisco.com/WAAS/sizing

之前讨论的WAE类型包括一个路由器服务就绪引擎（SRE）和一个外部设备（appli-

ance）。这些不同的组件均运行同样的WAAS软件，在功能上相当。主要的区别在于这

些设备的局域网连接方法：

● SRE：一个内部接口（仅连接路由器），一个外部接口

● Appliance设备：两个接口（均为外部）

无论所选的硬件形式如何，将WAE设备连接到局域网的方式都是一致的。所有的WAE

连接均利用外部接口实现。这种方法的优势是没有必要去创建一个专门的网络，来专门

连接WAE设备，而SRE和appliance设备可以使用同样的设计。除了用于设备配置的初

始引导（initial bootstrapping）之外，SRE的内部接口不用于这种设计。

对于这种解决方案，您必须从每个SRE模块连接一根外部以太网线缆。

在所有扁平型第二层设计中，您都应将WAE设备连接至接入层交换机的数据VLAN。

图31. 广域网远程站点—WAAS拓扑（接入层连接）

协商GRE隧道 WCCP入站重定向：

wccp 61（源自LAN）

wccp 62（源自WAN）

WAN WAN

Vlan99-传输

WAAS WAE

Vlan64-数据
Vlan65-无线数据
Vlan69-语音
Vlan70-无线语音

                            Vlan64-数据

Vlan65-无线数据

Vlan69-语音

Vlan70-无线语音

WAAS WAE集群

http://tools.cisco.com/WAAS/s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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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WAAS部署应用优化2012年上半年

当部署采用分布层设计时，WAE设备应连接到分布交换机上的主要数据VLAN。

图32. 广域网远程站点—WAAS拓扑（分布层连接）

 

请尽可能通过这两个接口利用EtherChannel连接WAE设备，以保证性能和永续性。

在广域网路由器上启用WCCP版本2，以将流量重定向至WAAS设备。

WCCP重定向使用服务组61和62来匹配用于重定向的流量。这些服务组必须成对

使用：

● 服务组61使用源地址来重定向流量

● 服务组62使用目标地址来重定向流量

此设计在面向局域网的VLAN子接口上入站使用了WCCP 61来匹配源自客户机、去往

数据中心（或其他远程站点）的未经优化的数据。在所有情况下，WCCP 62在面向广

域网的接口上入站使用，来匹配源自数据中心（或其他远程站点）的经优化的数据。

由于WAE连接到数据VLAN，本设计要求使用从WAE到路由器的协商返回（negotiated-

return） GRE隧道。当使用GRE协商返回（negotiated return）时，您无需专门在路由

器上创建一个新网络来连接WAE。

以下步骤概述了配置一个基本的WAAS环境所需的任务。

此程序为可选程序，仅在您采用虚拟WAAS（vWAAS）时需要。

vWAAS以开放虚拟设备（OVA）的形式提供。OVA预装有磁盘、内存、CPU、NIC和

其它与虚拟机相关的配置参数。这是行业标准，许多虚拟设备都以这种形式提供。每种

vWAAS型号采用不同的OVA文件。

步骤1：借助VMWare vSphere客户端部署OVF模板。

在配置vWAAS前，您必须首先采用vSphere在VMware ESX/ESXi服务器上安装vWAAS 

OVA。 

流程

程序1 安装vWAAS虚拟机

WAAS/WAE配置

1. 安装vWAAS虚拟机

2. 配置WAAS中央管理器

3. 配置用于WAE设备的交换机

4. 配置WAE Appliance设备

5. 配置WAE SRE和NME设备

6. 配置用于WAE设备的远程交换机

7. 在路由器上配置WCCPv2

技术提示

目前OVA文件仅以DVD媒体格式提供，www.cisco.com上不提供下载。

协商GRE隧道 WAN WCCP入站重定向：

wccp 61（源自LAN）

wccp 62（源自WAN）

WAAS WAE集群

Vlan50-路由器链路

Vlan54-路由器链路

Vlan99-传输

Vlan100-数据（主要）

Vlan65-无线数据

Vlan70-无线语音

Vlanxx-数据

Vlanxx-语音

Vlan64-数据

Vlan69-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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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eter                 Default Value
 1. Device Mode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2. Interception Method       WCCP
 3. Time Zone                 UTC 0 0
 4. Managemen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
 5. Autosense                 Enabled
 6. DHCP                      Enabled
ESC Quit ? Help —————————————— WAAS Default Configuration 
——————————————
Press ‘y’ to select above defaults, ‘n’ to configure all, <1-
6> to change specific default [y]: n

1.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2. Central Manager
Select device mode [1]: 2

Enter Time Zone <Time Zone Hours(-23 to 23) Minutes(0-59)> 
[UTC 0 0]: PST -8 0

 No. Interface Name      IP Address     Network Mask
  1. GigabitEthernet     1/0            dhcp
  2. GigabitEthernet     2/0            dhcp
Select Management Interface [1]: 1
Enable Autosense for Management Interface? (y/n)[y]: y
Enable DHCP for Management Interface? (y/n)[y]: n
Enter Management Interface IP Address
<a.b.c.d or a.b.c.d/X(optional mask bits)> [Not configured]: 
10.4.48.100/24
Enter Default Gateway IP Address [Not configured]: 10.4.48.1

Enter Domain Name Server IP Address [Not configured]: 
10.4.48.10
Enter Domain Name(s) (Not configured): cisco.local
Enter Host Name (None): WAAS-WCM-1
Enter NTP Server IP Address [None]: 10.4.48.17

1. Enterprise
Enter the license(s) you purchased [1]: 1

借助WAAS部署应用优化2012年上半年

步骤2：使用VMware控制台配置设备。

配置vWAAS中央管理器和vWAAS应用加速器设备的程序和步骤，与用于配置WAE设备

和SRE设备的步骤和程序相同。选择下列适当的程序，完成vWAAS配置。

使用Cisco WAVE-574设备在主要位置提供中央管理器功能，为WAAS网络提供图形化

管理、配置和报告功能。此设备位于服务器群中，这是因为它不直接处在广域网优化

的转发路径中，但却提供管理和监控服务。中央管理器的初始配置需要终端访问控制

台端口，以获得基本配置选项和IP地址分配。对于所有WAE设备，出厂缺省用户名是

admin，出厂缺省密码是default。

您可以通过输入setup命令，从命令行启动初始设置程序。

步骤1：运行setup命令。

程序2 配置WAAS中央管理器

步骤2：配置为中央管理器。

步骤3：配置时区。

步骤4：配置管理接口、IP地址和缺省网关。

步骤5：配置DNS、主机和NTP设置。

步骤6：选择相应的许可。

产品支持以下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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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meter                  Configured Value
 1. Device Mode               Central Manager
 2. Time Zone                 PST -8 0
 3. Managemen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
 4. Autosense                 Enabled
 5. DHCP                      Disabled
 6. IP Address                10.4.48.100
 7. IP Network Mask           255.255.255.0
 8. IP Default Gateway        10.4.48.1
 9. DNS IP Address            10.4.48.10
10. Domain Name(s)            cisco.local
11. Host Name                 WAAS-WCM-1
12. NTP Server Address        10.4.48.17
13. License                   Enterprise
ESC Quit ? Help ! CLI ───────── WAAS Final Configuration 
─────────────
Press ‘y’ to select configuration, ‘d’ to toggle defaults 
display, <1-13> to change specific parameter [y]: y
Apply WAAS Configuration: Device Mode changed in SETUP; New 
configuration takes effect after a reload. If applicable, 
registration with CM, CM IP address, WAAS WCCP configuration 
etc, are applied after the reboot. Initiate system reload?
<y/n> [n] y
Are you sure? <y/n> [n]: y

ssh-key-generate key-length 2048
sshd version 2
sshd enable

no telnet enable

借助WAAS部署应用优化2012年上半年

步骤7：验证配置设置并进行重加载。

步骤8：重启之后，登录到WAAS中央管理器并启用SSH。

要启用SSH，您需要生成RSA密钥并启用sshd服务。

步骤9：禁用telnet。

步骤10：通过Web界面访问WAAS中央管理器。

重加载完成后，现在中央管理器设备应启动运行，并可以通过在Web浏览器中输入在

设置工具的步骤6中分配的IP地址来进行访问，或者如果它已在DNS中进行了配置，

则输入相关主机名进行访问。指定安全HTTP和端口号8443来访问中央管理器，例如

https://10.4.48.100:8443。使用缺省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步骤11：点击My WAN（我的广域网）> Manage Devices（管理设备）。Central 

Manager作为唯一的受管理设备出现在My WAN窗口中。

图33. WAAS Central Manager—受管理设备列表

 

步骤12：配置Network-Admins（网络管理员）用户组。

中央管理器的web接口需要分配有适当角色的用户组，来授权源自外部AAA数据库的用

户。在下面的步骤中启用AAA之前必须先完成这一设置，并且只能采用web接口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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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dmin > AAA中，点击User Groups（用户组）。

 

点击Create（创建），随后在Name（姓名）字段，键入一个姓名。这一名称必须

与A A A服务器上所用的组名称完全匹配（区分大小写）。例如，在本次实施中为

“Network Admins”。

在您创建了组后，点击Role Management（角色管理）选项卡，然后点击X来分配

角色。

 

在您正确分配了角色后，一个大的绿色勾选标记将出现在图标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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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acs key SecretKey
tacacs password ascii
tacacs host 10.4.48.15 primary
!
authentication login local enable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login tacacs enable primary
authentication configuration local enable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configuration tacacs enable primary
authentication fail-over server-unreachable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vlan [VLAN number]
 name [VLAN name]
!
interface Vlan [VLAN number]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no shutdown

interface Port-channel [number]
  switchport access vlan [VLAN number]
!
interface [type] [number]
 switchport access vlan [VLAN number]
 channel-group [number] mode on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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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配置安全用户身份验证。

启用AAA身份验证访问控制。所有针对WAAS/WAE设备的管理访问（SSH和HTTPS）

均受到AAA的控制。 

在设置期间已在WA AS/WAE上创建了本地管理员用户。这一用户帐户能够在中央

TACACS+服务器不可用或是贵企业没有TACACS+服务器的情况下管理设备。

以下设置可将TACACS+配置为用户身份验证（登录）和用户授权（配置）的主要方法。

步骤14：在您对配置进行了更改后，请保存配置。

技术提示

此处所显示的AAA配置详情仅适用于WAAS设备。若要成功进行用户授权，还

需要在AAA服务器上进行额外的配置。在完成《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

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网络设备身份验证与授权部署指南》中的相关步骤之

前，请不要配置安全用户身份验证。

广域网分布交换机是用于物理连接位于广域网汇聚站点的设备（如支持广域网优化的

WAE设备）的相应位置。该类型设备需要一种具有弹性的连接，但不需要路由协议。

这种连接可以使用第二层EtherChannel链路。

本指南假定已经配置了分布层交换机，只有完成交换机与WAE设备连接所需的程序包

括在内。有关分布层交换机配置的详细信息，在《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

台—无边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中进行了全面阐述。

您必须为具有相似连接需求的这一设备及其他设备创建一个VLAN和SVI。该VLAN被称

为广域网服务网络。

步骤1：创建VLAN和SVI。

步骤2：为设备配置第二层EtherChannel链路，并将它们与VLAN相关联。

程序3 配置用于WAE设备的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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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350
 name WAN_Service_Net-10.4.32.128
!
interface Port-channel7
 description bn-wae-1 EtherChannel
 switchport access vlan 35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description bn-wae-1 port 1
 switchport access vlan 350
 channel-group 7 mode on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2
 description bn-wae-1 port 2
 switchport access vlan 350
 channel-group 7 mode on
 no shutdown
!
interface Vlan350
 ip address 10.4.32.129 255.255.255.192
 no shutdown

 

    Parameter                 Default Value
 1. Device Mode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2. Interception Method       WCCP
 3. Time Zone                 UTC 0 0
 4. Managemen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
 5. Autosense                 Enabled
 6.     DHCP                     Enabled
ESC Quit ? Help ──────────── WAAS Default Configuration 
──────────────
Press ‘y’ to select above defaults, ‘n’ to configure all, <1-
6> to change specific default [y]: n

1.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2. Central Manager
Select device mode [1]: 1

1. WCCP
2. Other
Select Interception Method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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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一个Cisco WAE-7341 Appliance设备集群部署在广域网汇聚站点，为通过广域网往返

远程站点的WAAS流量提供头端端接。您须将这些设备直接连接到广域网分布层交换

机，利用GRE-协商返回（negotiated return）来与WCCP路由器进行通信。 

您也可以在广域网远程站点独立地或者作为WAE集群的一部分来部署WAE设备。您应

当使用本程序应来配置广域网远程站点WAE设备。您可以使用与您在WAAS Central 

Manager初始配置中所使用的相同的设置工具来设置WAE appliance设备。这些设备仅

程序4 配置WAE Appliance设备

需通过其控制台端口进行基本设置，便能分配初始配置；在您完成这一设置后，您就可

以通过WAAS中央管理器控制台来执行WAAS网络的所有管理工作。

WAE应用加速器的初始配置需要终端访问控制台端口，以获得基本配置选项和IP地址分

配。对于所有WAE设备而言，出厂缺省用户名是admin，出厂缺省密码是default。

应用加速器WAE的设置工具配置步骤类似于中央管理器的设置，但在第二步选择

“application-accelerator”（应用加速器）作为设备模式后，步骤开始不同。选择此

模式后，设置脚本就更改为允许您在现有中央管理器中注册WAE，并将流量截获方法

定义为WCCP。

步骤1：运行setup命令。

您可以通过输入setup命令，从命令行启动初始设置程序。

步骤2：配置为应用加速器。

步骤3：配置截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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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Time Zone <Time Zone Hours(-23 to 23) Minutes(0-59)> 
[UTC 0 0]: PST -8 0

 No. Interface Name      IP Address     Network Mask
  1. GigabitEthernet     1/0            dhcp
  2. GigabitEthernet     2/0            dhcp
Select Management Interface [1]: 1
Enable Autosense for Management Interface? (y/n)[y]: y
Enable DHCP for Management Interface? (y/n)[y]: n
Enter Management Interface IP Address
<a.b.c.d or a.b.c.d/X(optional mask bits)> [Not configured]: 
10.4.32.161/26
Enter Default Gateway IP Address [Not configured]: 10.4.32.129
Enter Central Manager IP Address (WARNING: An invalid entry 
will cause SETUP to take a long time when applying WAAS 
configuration) [None]: 10.4.48.100

Enter Domain Name Server IP Address [Not configured]: 
10.4.48.10
Enter Domain Name(s) (Not configured): cisco.local
Enter Host Name (None): WAE7341-1
Enter NTP Server IP Address [None]: 10.4.48.17

Enter WCCP Router (max 4) IP Address list (ip1 ip2 ...) []: 
10.4.32.243 10.4.32.245

1. Transport
2. Enterprise
3. Enterprise & Video
4. Enterprise & Virtual-Blade
5. Enterprise, Video & Virtual-Blade
Enter the license(s) you purchased [2]: 2

    Parameter                 Configured Value
 2. Interception Method       WCCP
 3. Time Zone                 PST -8 0
 4. Managemen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
 5. Autosense                 Enabled
 6. DHCP                      Disabled
 7. IP Address                10.4.32.161
 8. IP Network Mask           255.255.255.192
 9. IP Default Gateway        10.4.32.129
10. CM IP Address             10.4.48.100
11. DNS IP Address            10.4.48.10
12. Domain Name(s)            cisco.local
13. Host Name                 WAE7341-1
14. NTP Server Address        10.4.48.17
15. WCCP Router List          10.4.32.243 10.4.32.245
16. License                   Enterprise
ESC Quit ? Help ! CLI ────────── WAAS Final Configuration 
────────────
Press ‘y’ to select configuration, <F2> to see all 
configuration, ‘d’ to toggle defaults display, <1-16> to 
change specific parameter [y]: y
Applying WAAS configuration on WAE ...
May take a few seconds to complet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
 no ip address 10.4.32.161 255.255.255.192
 exit
!
primary-interface PortChann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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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配置时区。

步骤5：配置管理接口、IP地址和缺省网关。

步骤6：配置DNS、主机和NTP设置。

步骤7：配置WCCP路由器列表。

步骤8：选择相应的许可。

产品支持以下许可证：

步骤9：验证配置设置。

如果到WAE的交换机连接被配置为一个端口通道（port-channel），此程序将会失败，

因为WAE设置脚本不支持端口通道。如果是这样，在WAAS中央管理器中的注册将在步

骤11中手动完成。

步骤10：（可选）为WAE配置端口通道连接，连接到分布交换机堆叠。

这是一个可选步骤，仅在利用端口通道连接WAE实现弹性连接时需要。



99

!
interface PortChannel 1
 ip address 10.4.32.161 255.255.255.192
 exi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
 channel-group 1
 exi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0
 channel-group 1
 exit

cms enable
Registering WAAS Application Engine...
Sending  device registration request to Central Manager with 
address 10.4.48.100
Please wait, initializing CMS tables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CMS tables
Registration complete.
Please preserve running configuration using ‘copy running-
config startup-config’.
Otherwise management service will not be started on reload and 
node will be shown ‘offline’ in WAAS Central Manager UI.
management services enabled

egress-method negotiated-return intercept-method wccp

WAE7341-1# show running-config | include wccp router-list
wccp router-list 8 10.4.32.243 10.4.32.245

-

no wccp router-list 8 10.4.32.243 10.4.32.245
wccp router-list 1 10.4.32.243 10.4.32.245

wccp tcp-promiscuous service-pair 61 62 router-list-num 1 
password c1sco123 mask-assign

wccp tcp-promiscuous service-pair 61 62 router-list-num 1 
password c1sco123

ssh-key-generate key-length 2048
sshd version 2
sshd enable

no telnet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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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可选）完成在WAAS中央管理器中的注册。

在配置了端口通道之后，WAE就可以到达WAAS中央管理器。运行cms enable命令强

制进行手动注册。

这是一个可选步骤，仅在步骤9中的初始连接尝试注册失败时才需要。

有一些额外的非缺省设置在WAE设备上启用，来完成配置。这些设置在步骤13至15中

进行配置。

步骤12：配置GRE协商返回（negotiated return）。

所有WAE设备对其各自的WCCP路由器使用GRE-协商返回（negotiated return）:

步骤13：配置WCCP路由器列表。

设置脚本根据提供的信息生成一个路由器列表。要查看设备配置，请输入以下命令：

路由器列表8专门用于在缺省网关路由器上配置的WCCP。此设计使用了GRE-协商返回
（negotiated return）和路由器回环地址，因此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路由器列表，并
删除路由器列表8。

在此设计中，所有WAE配置均使用路由器列表1。

该设计在路由器和WAE之间启用了身份认证功能。

如有任何WCCP路由器是Cisco ASR1000系列路由器，那么请将hash-source-ip的默认

设置更改为mask-assign。这一变化在WAE上进行，而不是在路由器上。

所有其他路由器平台可使用缺省设置：

步骤14：启用SSH。

要启用SSH，您必须生成RSA密钥并启用sshd服务。

步骤15：禁用telnet。

技术提示

ASR1000系列路由器必须使用WCCP掩码分配模式，以便WCCP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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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acs key SecretKey
tacacs password ascii
tacacs host 10.4.48.15 primary
!
authentication login local enable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login tacacs enable primary
authentication configuration local enable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configuration tacacs enable primary
authentication fail-over server-unreachable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interface SM1/0
 ip address 1.1.1.1 255.255.255.252
 service-module external ip address 10.5.52.8 255.255.255.0
 service-module ip default-gateway 10.5.52.1
 no shutdown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MODULE none

Br203-2921-1# show run | begin line con 0
line con 0
 logging synchronous
line aux 0
line 67
 no activation-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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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6：配置安全用户身份验证。

启用AAA身份验证来进行访问控制。所有针对WAAS/WAE设备的管理访问（SSH和

HTTPS）均受到AAA的控制。 

在设置期间已在WA AS/WAE上创建了本地管理员用户。这一用户帐户能够在中央

TACACS+服务器不可用或是贵企业没有TACACS+服务器的情况下管理设备。

以下设置可将TACACS+配置为用户身份验证（登录）和用户授权（配置）的主要

方法。

步骤17：保存配置。

在您对配置进行了更改后，请保存配置。

对于本设计中的远程站点WAAS设备，可以使用多种WAE设备或SRE型号，具体取决于

性能要求。

您可以将S R E模块直接插入远程站点路由器中相应的模块插槽内，配置方式与

Appliance设备略有不同。如果您使用的是appliance设备，那么可以通过远程站点地址

参数，按照广域网汇聚WAE设备的系列程序进行操作。

虽然远程站点路由器可以潜在地利用路由器背板与SRE直接进行通信，但此设计利用了

模块上的外部接口，以便无论选择了何种WAE设备，都可以实施一致的设计。必须启

程序5 配置WAE SRE和NME设备

用SM接口，并分配了任意的（仅在本地有意义）IP地址，以便通过控制台会话从主机

路由器进行访问。

在接入或分布交换机上，您必须将外部接口连接到数据网络，这样这种配置才能正常工作。

步骤1：在主机路由器（host router）上配置控制台访问和SRE IP地址。 

要允许控制台访问SRE模块，您必须在主机路由器上输入以下命令。

步骤2：（可选）为SRE设备配置一个AAA豁免（exemption）.

如果已在路由器上启用了AAA，系统将提示您进行路由器登录和WAAS登录；这将会使

您感到困惑。禁用初始的路由器认证需要创建AAA方法，然后可利用该方法在与SRE相

关的路由器上进行具体的线路配置。

创建AAA登录方法：

确定将哪个线路编号分配给SRE。下面的输出示例展示的为线路67。

技术提示

在此设计中，分配给SM/0的IP地址1.1.1.1可以任意设定，并且仅在主机

路由器本地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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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ec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transport input all
 transport output pad telnet rlogin lapb-ta mop udptn v120 ssh
 stopbits 1
 flowcontrol software
line vty 0 4
 password 7 04585A150C2E1D1C5A
 transport input ssh

access-list 67 permit 1.1.1.1

line 67
 login authentication MODULE
 access-class 67 in
 transport output none

Br203-2921-1# service-module sm 1/0 session

    Parameter             Default Value
    Device Mode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1. Interception Method    WCCP
 2. Time Zone              UTC 0 0
 3. Managemen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      (internal)
        Autosense                Disabled
        DHCP                     Disabled
ESC Quit ? Help ───────────── WAAS Default Configuration 
─────────────
Press ‘y’ to select above defaults, ‘n’ to configure all, <1-
3> to changespecific default [y]: n

1. WCCP
2. Other
Select Interception Method [1]: 1

Enter Time Zone <Time Zone Hours(-23 to 23) Minutes(0-59)> 
[UTC 0 0]: PST -8 0

 No. Interface Name  IP Address   Network Mask
  1. GigabitEthernet 1/0          unassigned      unassigned 
(internal)
  2. GigabitEthernet 2/0          dhcp                 
(external)
Select Management Interface [1]: 2
Enable Autosense for Management Interface? (y/n)[y]: y
Enable DHCP for Management Interface? (y/n)[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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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建访问列表，限制对于SRE控制台的访问。访问列表编号可随意设定，但IP地址

必须与分配给SM接口的地址相匹配。

将创建好的方法分配给相应的线路：

步骤3：利用来自主机路由器的会话连接至WAE控制台。

在分配了IP地址并启用接口之后，在WAE上打开会话并运行设置脚本成为可能。对于所

有WAE设备，出厂缺省用户名是admin，出厂缺省密码是default。 

注：如果您在路由器上使用的是安全用户认证，并且没有创建AAA豁免，那么您在登

录WAE控制台会话之前，必须首先凭借有效的路由器登录凭证进行认证。

步骤4：运行setup命令。

您可以通过输入setup命令，从命令行启动初始设置程序。

步骤5：配置截获方法。

步骤6：配置时区。

步骤7：配置管理接口、IP地址和缺省网关。此设计使用外部接口作为管理接口。



102

Enter Central Manager IP Address (WARNING: An invalid entry 
will cause SETUP to take a long time when applying WAAS 
configuration) [None]: 10.4.48.100

Enter Domain Name Server IP Address [Not configured]: 
10.4.48.10
Enter Domain Name(s) (Not configured): cisco.local
Enter Host Name (None): Br203-WAE-SRE700-1
Enter NTP Server IP Address [None]: 10.4.48.17

Enter WCCP Router (max 4) IP Address list (ip1 ip2 ...) []: 
10.5.48.253 10.5.48.254

1. Transport
2. Enterprise
3. Enterprise & Video
Enter the license(s) you purchased [2]: 2

   Parameter                Configured Value
 1. Interception Method     WCCP
 2. Time Zone               PST -8 0
 3. Managemen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0    (external)
 4. Autosense               Enabled
 5. DHCP                    Disabled
      IP Address            10.5.52.8
     IP Network Mask        255.255.255.0
     IP Default Gateway     10.5.52.1
 6. CM IP Address           10.4.48.100
 7. DNS IP Address          10.4.48.10
 8. Domain Name(s)          cisco.local
 9. Host Name               Br203-WAE-SRE700-1
10. NTP Server Address      10.4.48.17
11. WCCP Router List        10.5.48.253 10.5.48.254
12. License                 Enterprise
ESC Quit ? Help ! CLI ────────── WAAS Final Configuration 
────────────
Press ‘y’ to select configuration, <F2> to see all 
configuration, ‘d’ to toggle defaults display, <1-12> to 
change specific parameter [y]: y
               Router WCCP configuration
First WCCP router IP in the WCCP router list seems to be an 
external address; WCCP configuration on external routers is 
not allowed through SETUP. Please press ENTER to apply WAAS 
configuration on WAE ...
Applying WAAS configuration on WAE ...
May take a few seconds to complete ...
WAAS configuration applied successfully!!
Saved configuration to memory.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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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配置Central Manager地址。

步骤9：配置DNS、主机和NTP设置。

步骤10：配置WCCP路由器列表。

步骤11：选择相应的许可。

        产品支持以下许可证：

技术提示

您可能会收到以下警告。由于IP地址配置之前已经提供，该警告可以忽略。

*** You have chosen to disable DHCP! Any network configuration learnt 

from DHCPserver will be unlearnt! SETUP will indicate failure as the 

managementinterface cannot be brought up - Please make sure WAE 

Management Interface IPaddress and Default Gateway are configured 

from the Router;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您已选择了禁用DHCP！任

何从DHCP服务器获知的网络配置都将无法被获知！由于管理界面无法出

现，SETUP将指出发生故障－请确保WAE管理界面IP地址和默认网关从路

由器进行了配置；按ENTER键继续：）

步骤12：验证配置设置。

您将收到包含了建议的路由器WCCP配置模板的提示。该路由器配置在随后的程序中

均有包括，因此您不需要保留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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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ress-method negotiated-return intercept-method wccp

Br203-WAE-SRE700-1# show running-config | include wccp router-
list
wccp router-list 8 10.5.48.253 10.5.48.254

-

no wccp router-list 8 10.5.48.253 10.5.48.254
wccp router-list 1 10.5.48.253 10.5.48.254

wccp tcp-promiscuous router-list-num 1 password c1sco123

ssh-key-generate key-length 2048
sshd version 2
sshd enable

no telnet enable

-

tacacs key SecretKey
tacacs password ascii
tacacs host 10.4.48.15 primary
!
authentication login local enable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login tacacs enable primary
authentication configuration local enable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configuration tacacs enable primary
authentication fail-over server-unreachable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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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配置GRE协商返回（negotiated return）。

所有WAE设备对其各自的WCCP路由器使用GRE-协商返回（negotiated return）:

步骤14：配置WCCP路由器列表。

设置脚本根据提供的信息生成一个路由器列表。要查看设备配置，请输入以下命令：

路由器列表8专门用于在缺省网关路由器上配置的WCCP。此设计使用了GRE-协商返回

（negotiated return）和路由器回环地址，因此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路由器列表，并

删除路由器列表8。

在此设计中，所有WAE配置均使用路由器列表1。

此设计在路由器和WAE之间使用了身份验证功能。 

步骤15：启用SSH。

启用SSH需要生成RSA密钥并启用sshd服务。

步骤16：禁用telnet。

步骤17：配置安全用户身份验证。

启用AAA身份验证来进行访问控制。所有针对WAAS/WAE设备的管理访问（SSH和

HTTPS）均受到AAA的控制。 

在设置期间已在WA AS/WAE上创建了本地管理员用户。这一用户帐户能够在中央

TACACS+服务器不可用或是贵企业没有TACACS+服务器的情况下管理设备。

以下设置可将TACACS+配置为用户身份验证（登录）和用户授权（配置）的主要

方法。

步骤18：保存配置。

在您对配置进行了更改后，请保存配置。

当WAE在网络上变为活动状态之后，每个WAE都将在WAAS中央管理器中进行注册。

您可以通过在各个WAE上使用show cms info命令，或者通过WCM的web界面，来验证

这一注册。

当配置完成后，通过输入转义字符串Ctrl-Shift-6 x，您可以将会话返回至主机路由器的

命令行。

图34. WAAS Central Manager—安装的受管理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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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VLAN number]
 name [VLAN name]
!
interface Vlan [VLAN number]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no shutdown

interface Port-channel [number]
  switchport access vlan [VLAN number]
!
interface [type] [number]
 switchport access vlan [VLAN number]
 channel-group [number] mode on
 no shutdown
!
interface [type] [number]
 switchport access vlan [VLAN number]
 channel-group [number] mode on
 no shutdown

vlan 100
 name Data
!
interface Port-channel7
 description bn-wae-1 EtherChannel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3
 description bn-wae-1 port 1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00
 channel-group 7 mode on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3
 description bn-wae-1 port 2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00
 channel-group 7 mode on
 no shutdown
!
interface Vlan100
 ip address 10.5.1.1 255.255.255.0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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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的是远程站点分布层交换机设计，该分布交换机将是实际连接WAE设备的

位置。该类型设备需要一种具有弹性的连接，但不要求路由协议。这种连接可以使用第

二层EtherChannel链路。

本指南假定已经配置了分布层交换机，只有完成交换机与WAE设备连接所需的程序包

括在内。有关分布层交换机配置的详细信息，在《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

台—无边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中进行了全面阐述。

这种设计将WAE设备置于数据（主要）VLAN之上。这需要创建一个VLAN和相应的SVI

（如果没有的话）。

步骤1：创建VLAN和SVI（如果必要的话）。

步骤2：为设备配置第二层EtherChannel链路，并将它们与VLAN相关联。

程序6 配置用于WAE设备的远程交换机
示例

在本设计中，WCCP将目的地为广域网的网络流量转移到WAAS系统以进行优化。这种

方法实现了简洁的部署，只增加了极少的布线工作，它需要广域网汇聚和远程站点路由

器都针对WCCP进行配置。 

步骤1：配置全局WCCP参数，并启用服务61和62。

您必须为针对WAAS的WCCP重定向启用服务61和62。这些服务需使用WCCP第2版。作

为一个最佳实践，可以使用重定向列表，从WCCP重定向中免除某些关键的流量类型。

为了防止未经授权的WAE设备加入WAAS集群，您应当配置一个组列表和密码。

程序7 在路由器上配置WCCP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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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wccp version 2
ip wccp 61 redirect-list [redirect ACL] group-list [group ACL] 
password [password]
ip wccp 62 redirect-list [redirect ACL] group-list [group ACL] 
password [password]
!
ip access-list standard [group ACL]
 permit [WAAS cluster member IP]
 permit [WAAS cluster member IP]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redirect ACL]
 deny   tcp [src IP address] [dest IP address] any eq [TCP 
port]
 deny   tcp [src IP address] [dest IP address] any eq [TCP 
port]
! Additional lines as necessary
 deny   tcp [src IP address] [dest IP address] any eq [TCP 
port]
 permit tcp any any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ip wccp 61 redirect in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ip wccp 62 redirect in

ip wccp version 2
ip wccp 61 redirect-list WAAS-REDIRECT-LIST group-list BN-WAE 
password c1sco123
ip wccp 62 redirect-list WAAS-REDIRECT-LIST group-list BN-WAE 
password c1sco123
!
interface Port-channel1
 ip wccp 61 redirect i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
 ip wccp 62 redirect in
!
ip access-list standard BN-WAE
 permit 10.4.32.161
 permit 10.4.32.162
ip access-list extended WAAS-REDIRECT-LIST
 remark WAAS WCCP Redirect List
 deny   tcp any any eq 22
 deny   tcp any eq 22 any
 deny   tcp any eq telnet any
 deny   tcp any any eq telnet
 deny   tcp any eq bgp any
 deny   tcp any any eq bgp
 deny   tcp any any eq 123
 deny   tcp any eq 123 any
 permit tcp any any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ip wccp 61 redirect in

借助WAAS部署应用优化2012年上半年

步骤2：在局域网和广域网接口上配置WCCP重定向。

选项1. 针对除DMVPN中枢路由器外的所有WAAS路由器

必须确定在哪些接口截获往返广域网的流量。

借助服务61在所有局域网接口的入站方向上截获来自局域网的流量。没有必要在语音

接口和语音VLAN上配置WCCP截获。

借助服务62在所有广域网接口的入站方向上截获来自广域网的流量，包括DMVPN隧道

接口（但非其底层的物理接口）。

示例—选项1

选项2. 仅针对DMVPN中枢路由器

必须确定在哪些接口截获往返广域网的流量。

借助服务61在局域网接口的入站方向上截获来自局域网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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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ip wccp 62 redirect out

ip wccp version 2
ip wccp 61 redirect-list WAAS-REDIRECT-LIST group-list BN-WAE 
password c1sco123
ip wccp 62 redirect-list WAAS-REDIRECT-LIST group-list BN-WAE 
password c1sco123
!
interface Port-channel3
 ip wccp 61 redirect in
 ip wccp 62 redirect out
!
ip access-list standard BN-WAE
 permit 10.4.32.161
 permit 10.4.32.162
ip access-list extended WAAS-REDIRECT-LIST
 remark WAAS WCCP Redirect List
 deny   tcp any any eq 22
 deny   tcp any eq 22 any
 deny   tcp any eq telnet any
 deny   tcp any any eq telnet
 deny   tcp any eq bgp any
 deny   tcp any any eq bgp
 deny   tcp any any eq 123
 deny   tcp any eq 123 any
 permit tcp any any

借助WAAS部署应用优化2012年上半年

借助服务62在局域网接口的出站方向上截获来自广域网的流量。

示例—选项2

技术提示

DMVPN中枢路由器要求在局域网接口的出站方向上使用WCCP 62，以支持分

支到分支隧道的动态创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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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Layer 2 WAN Deployment 
Product List

The following products and software versions have been validated for Cisco SBA.

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WAN 500 Design

WAN Aggregation ASR1002 ASR1002-5G-VPN/K9 
ASR1002-PWR-AC

IOS-XE 15.1(3)S0a

WAN Aggregation: WAAS Central 
Manager

WAVE-594 WAAS Appliance WAVE-594-K9

WAAS-ENT-APL

4.4.1 (WAAS-UNIVERSAL-K9) 

WAN Aggregation: WAAS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WAE-7571-K9 WAAS Appliance WAE-7571-K9

WAAS-ENT-APL

4.4.1 (WAAS-UNIVERSAL-K9) 

WAN 100 Design

WAN Aggregation: ASR1001 ASR1001-2.5G-VPNK9 
ASR1001-PWR-AC

IOS-XE 15.1(3)S0a

WAN Aggregation: WAAS Central 
Manager

WAVE-594 WAAS Appliance WAVE-594-K9

WAAS-ENT-APL

4.4.1 (WAAS-UNIVERSAL-K9) 

WAN Aggregation: WAAS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WAE-7541-K9 WAAS Appliance WAE-7541-K9

WAAS-ENT-APL

4.4.1 (WAAS-UNIVERSAL-K9) 

WAN Remote Site Routers

WAN Remote Site Router Cisco2911 C2911-VSEC/K9 
SL-29-DATA-K9

15.1(4)M2

WAN Remote Site Router Cisco2921 C2921-VSEC/K9  
SL-29-DATA-K9

15.1(4)M2

WAN Remote Site Router Cisco3925 C3925-VSEC/K9 
SL-39-DATA-K9

15.1(4)M2

WAN Remote Site Router Cisco3945 C3945-VSEC/K9 
SL-39-DATA-K9

15.1(4)M2

以下产品和软件版本已经针对Cisco IBA智能业务平台进行了验证：

附录A：
大型企业第二层广域网部署产品列表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WAN 500设计

广域网汇聚 ASR1002 ASR1002-5G-VPN/K9
ASR1002-PWR-AC

IOS-XE 15.1（3）S0a

广域网汇聚：WAAS中央管理器 WAVE-594 WAAS Appliance WAVE-594-K9
WAAS-ENT-APL

4.4.1（WAAS-UNIVERSAL-K9） 

广域网汇聚：WAAS应用加速器 WAE-7571-K9 WAAS Appliance WAE-7571-K9
WAAS-ENT-APL

4.4.1（WAAS-UNIVERSAL-K9） 

WAN 100设计

广域网汇聚： ASR1001 ASR1001-2.5G-VPNK9
ASR1001-PWR-AC

IOS-XE 15.1（3）S0a

广域网汇聚：WAAS中央管理器 WAVE-594 WAAS Appliance WAVE-594-K9
WAAS-ENT-APL

4.4.1（WAAS-UNIVERSAL-K9） 

广域网汇聚：WAAS应用加速器 WAE-7541-K9 WAAS Appliance WAE-7541-K9
WAAS-ENT-APL

4.4.1（WAAS-UNIVERSAL-K9） 

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

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 Cisco2911 C2911-VSEC/K9
SL-29-DATA-K9

15.1（4）M2

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 Cisco2921 C2921-VSEC/K9 
SL-29-DATA-K9

15.1（4）M2

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 Cisco3925 C3925-VSEC/K9
SL-39-DATA-K9

15.1（4）M2

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 Cisco3945 C3945-VSEC/K9
SL-39-DATA-K9

15.1（4）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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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WAN Remote Site WAAS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SM-SRE-700-K9 SM-SRE-700-K9

WAAS-ENT-SM

4.4.1 (WAAS-UNIVERSAL-K9)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SM-SRE-900-K9 SM-SRE-900-K9

WAAS-ENT-SM

4.4.1 (WAAS-UNIVERSAL-K9)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WAVE-294 WAVE-294-K9

WAAS-ENT-APL

4.4.1 (WAAS-UNIVERSAL-K9)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WAVE-594 WAVE-594-K9

WAAS-ENT-APL

4.4.1 (WAAS-UNIVERSAL-K9) 

Application Accelerator WAVE-694 WAVE-694-K9

WAAS-ENT-APL

4.4.1 (WAAS-UNIVERSAL-K9)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广域网远程站点WAAS

应用加速器 SM-SRE-700-K9 SM-SRE-700-K9
WAAS-ENT-SM

4.4.1（WAAS-UNIVERSAL-K9） 

应用加速器 SM-SRE-900-K9 SM-SRE-900-K9
WAAS-ENT-SM

4.4.1（WAAS-UNIVERSAL-K9） 

应用加速器 WAVE-294 WAVE-294-K9
WAAS-ENT-APL

4.4.1（WAAS-UNIVERSAL-K9） 

应用加速器 WAVE-594 WAVE-594-K9
WAAS-ENT-APL

4.4.1（WAAS-UNIVERSAL-K9） 

应用加速器 WAVE-694 WAVE-694-K9
WAAS-ENT-APL

4.4.1（WAAS-UNIVERSAL-K9） 

附录A：大型企业第二层广域网部署产品列表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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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Technical 
Feature Supplement

Front Door vREF (FVRF) for DMVPN
Building an IPsec tunnel requires reachability between the crypto routers. 
When you use the Internet, routers use a default route to contact their peers.

Figure 35 - IPsec tunnel

If you need to extend the internal network (and the same default routing 
options that are available to internal users), you must advertise a default 
route to the VPN hub router. For details, see section A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Figure 36 - IPsec tunnel before/after default route injection 

The advertisement of a default route to the hub router (with an existing 
default route) is problematic. This route requires a better administrative 
distance to become the active default, which then overrides the default 
route that is supporting the peer-peer IPsec tunnel connection. This routing 
advertisement breaks the tunnel as shown in section B in the previous figure.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n external VRF INET-PUBLIC (shown in red), the 
hub router can support multiple default routes. The internal network remains 
in the global VRF. This is shown in section A of the following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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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DMVPN的Front Door vREF（FVRF）

建立IPsec隧道要求加密路由器之间具备可达性。当使用互联网时，路由器使用缺省路

由来联系其对等设备。

图35. IPsec隧道

附录B：
技术特性补充

附录B：技术特性补充2012年上半年

如果您需要扩展内部网络（以及可供内部用户使用的同样的缺省路由选项），那么您必

须向VPN中枢路由器通告缺省路由。要了解详情，请参见下图中的A部分。

图36. 缺省路由注入之前/之后的IPsec隧道

 

向中枢路由器（目前具有缺省路由）通告缺省路由会带来问题。该路由需要更佳的管理

距离来成为活动缺省路由，然后取代支持对等IPsec隧道连接的缺省路由。这一路由通

告会打破如上图B部分中所示的隧道。

通过引入外部VRF INET-PUBLIC（红色所示），中枢路由器可以支持多个缺省路由。内

部网络留在全局VRF中。这在下图的A部分中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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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7 - IPsec tunnel with FVRF aggregation

This configuration is referred to as FVRF, because the Internet is contained 
in a VRF. The alternative to this design is inside VRF (IVRF), where the 
internal network is in a VRF on the VPN hub and the Internet remains in the 
global VRF. This method is not documented in this guide.

It is now possible to reestablish the IPSec tunnel to the remote peer router. 
As the remote-site policy requires central Internet access for end users, a 
default route is advertised through the tunnel. This advertisement causes a 
similar default routing issue on the remote router; the tunnel default over-
rides the Internet-pointing default and the tunnel connection breaks as 
shown in section B in the previous figure.

This configuration requires using F-VRF on the remote-site router as well. 

The primary benefits of using this solution are as follows:

•	 Simplified default routing and static default routes in the INET-PUBLIC 
VRFs

•	 Ability to support default routing for end-users traffic through VPN 
tunnels

•	 Ability to use dynamic default routing for sites with multiple WAN 
transports

•	 Ability to build spoke-to-spoke tunnels with DMVPN with end-user traffic 
routed by default through VPN tunnels

The final design that uses FVRF at both the WAN-aggregation site and a 
WAN remote-site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Figure 38 - FVRF—Final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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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8 - FVRF—Final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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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具有FVRF汇聚的IPsec隧道

 

这一配置被称为FVRF，因为互联网被包含在VRF中。这一设计的替代方案是内部VRF

（IVRF），其中内部网络位于VPN中枢上的VRF中，互联网保留在全局VRF中。本指南未

对这种方法进行介绍。

现在，重新建立到远程对等路由器的IPSec隧道已成为可能。由于远程站点策略需要为

最终用户提供中央互联网访问能力，缺省路由通过隧道进行通告。这种通告导致在远程

路由器上出现相似的缺省路由问题；隧道缺省路由取代互联网指示的缺省路由，隧道连

接被打破，如上图B部分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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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省

缺
省

外部 外部

互联网 互联网

VPN-DMZ VPN-DMZ

vrf全局 vrf全局vrf INET-PUBLIC vrf INET-PUBLIC

DMVPN分支
路由器

DMVPN分支
路由器

内部内部

WAN分布

缺省

缺省

互联网边缘拦截

缺省路由

缺省路由（vrf INET-PUBLIC）

互联网

VPN-DMZ

DMVPN分支
路由器

vrf全局

vrf全局

vrf INET-PUBLIC

vrf INET-PUBLIC

内部

外部缺省

缺省

缺省

EIGRP
（200）

DMVPN中枢
路由器

技术提示

中枢路由器上的大多数其他特性不要求VRF感知。

此配置要求在远程站点路由器上也使用F-VRF。采用这一解决方案的主要优势如下：

● 在INET-PUBLIC VRF中简化了缺省路由和静态缺省路由

● 能够支持最终用户流量通过VPN隧道的缺省路由

● 对于采用多种广域网传输方法的站点，能够使用动态缺省路由

● 能够构建DMVPN的分支到分支（spoke-to-spoke）隧道，最终用户流量通过VPN隧

道进行缺省路由

在广域网聚站点和广域网远程站点都使用了FVRF的最终设计如下图所示。

图38. FVRF—最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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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总结了相比先前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本指南所做的变更。

● 针对IP组播，我们启用了思科自动RP，以简化部署。

● 对于远程站点路由器回环接口，我们建议使用一个不在网络任何其他部分汇总范围内

的IP地址范围。

● 对于AAA，我们更新了命令的语法。

● 对于应用加速平台选项，我们删除了之前的生成appliance设备。 

附录C：变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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