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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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onal deployment guid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ections:

•	 Business	Overview—The challenge that your organization faces. 
Business decision makers can use this section to understand the rel-
evance of the solution to their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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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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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guide presumes that you have read the prerequisites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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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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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 您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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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近年来，在已经肩负起传输关键任务和延迟敏感型应用重任的网络上，语音和视频陆续

出现，这使得网络提供的服务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用户越来越多地依靠网络来获取完

成工作所需的应用和资源，网络的性能对其工作效率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IT部门必须

为用户应用提供一定的服务级别。为建立经济高效的网络，许多企业选择采用由服务供

应商提供的外包网络服务。在这些服务中，服务供应商均针对通过其网络传输的流量规

定了服务级别协议（SLA）。IT部门需要监控网络的各个部分，包括内部构建和管理的

部分以及签订合同外包的部分，以保证向最终用户提供的服务级别。

服务质量（QoS）等IP服务保证了能够可靠地传输多种数据类型，如关键任务企业资源

应用、基于Web的资源，以及语音和视频等IP多媒体应用。网络性能必须能在多个点

进行衡量，以便IT人员能够评估其网络是否运行正常，同时在性能下降时及时检测出热

点。在所有终端部署独立网络探针不但成本高昂，而且不连续的网络分析范围也会导致

产生盲点。鉴于此，为网络引入智能特性成为经济高效地监控和管理网络性能的关键，

以减少盲点，提供端到端可视性，同时减少管理系统数量，更好地整合信息。

 

简介

简介2012年上半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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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 IP SLA streams monitoring the Cisco SBA Enterprise network 

简介2012年上半年

图1. IP SLA对思科IBA大型企业网络进行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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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述

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构建于一个卓越的基础网络之上，后

者能够允许IT部门添加网络服务，以支持最终用户高效地访问应用。面向大型企业的思

科IBA智能业务平台采用了思科路由器和局域网交换机。这些产品提供了出色的智能特

性和强大功能，能够显著增强网络运行。思科基础设施提供的一项重要网络服务为嵌入

式IP SLA性能管理工具。在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中，

每个思科路由器和交换机都能生成、衡量和监控各种IP数据包流，来模拟企业的多媒体

和数据应用。通过在网络中使用Cisco IP SLA，企业能够经济高效地部署网络分析智能

特性，而无需部署独立探针。

Cisco IOS软件IP SLA的关键优势

● 思科路由器和Cisco Catalyst局域网交换机采用的Cisco IOS软件中的嵌入式服务

● 能够自动、实时、准确地监控网络性能和网络健康状态

● 能够验证和衡量网络服务供应商定义的IP服务级别和参数 
● 能够监控每类QoS流量

● 能够灵活安排测试任务

● 能够通过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陷阱提供主动通知

● 能够进行逐跳式和端到端性能衡量

● 支持采用基于SNMP的管理应用或Cisco IOS软件命令行界面（CLI）进行集中控制 
● 能够模拟VoIP编解码器并衡量VoIP质量：平均意见得分（MOS）和计算计划损伤元

素（ICPIF）

如果使用命令行界面（CLI），逐个设备地部署和管理IP SLA终端会十分困难。Cisco 

Prime局域网管理解决方案（Cisco LMS）提供了一套集成管理功能，能够有效简化思

科解决方案的配置、管理、监控和故障排除工作。Cisco LMS构建于最新的Web 2.0标

准之上，能够支持网络管理员随时使用可从网络任意地点访问的浏览器界面，部署和管

理Cisco IP SLA。 

图2. Cisco LMS基于浏览器的配置和监控功能

Cisco LMS和Cisco IP SLA使用来自网络中路由器和交换机的用户数据报协议（UDP）

流，来测试可能会影响语音和视频传输的抖动、延迟及丢包情况。藉此，IT人员能够分

析广域网、互联网链路以及大型园区局域网中的延迟与丢包问题。通过端到端的快速历

史数据衡量，并在超过性能阈值时提供SNMP告警，IT人员能在问题影响用户应用前发

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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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Cisco LMS IP SLA UDP抖动测量示例

 

除支持多媒体应用外，Cisco LMS和Cisco IP SLA还能监控网络。HTTP和TCP响应时

间探针有助于确定关键企业资源规划应用或其它关键任务Web应用的连接时间趋势。

Cisco IP SLA还为支持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和邮局协议（POP）3的电子邮件

应用，采用数据链路交换（DLSw）配置文件的基于系统网络架构（SNA）的网络，以

及诸如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和域名系统（DNS）等网络服务提供了数据操作配

置文件。

图4. Cisco LMS IP SLA HTTP Get测量示例

 

网络管理员也可将Cisco IP SLA用作故障排除工具。他们可利用此工具获得两个思科路

由器、局域网交换机之间或一个路由器和一个服务器之间的逐跳性能统计数据。如果运

行期间网络性能水平下降（如由于拥塞等原因），网络管理员将能够迅速确定瓶颈位置

并解决问题。Cisco IP SLA还能对新IP服务进行网络评估，并检验其QoS级别。例如，

Cisco IP SLA能通过模拟VoIP编解码器并衡量IP网络中的网络性能和VoIP质量，确定网

络是否为支持IP语音（VoIP）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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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IP SLA的工作原理

为了衡量性能，一个源路由器会向目的地IP设备或思科路由器或局域网交换机发送一个

或多个数据包。Cisco IP SLA使用时间戳信息来计算性能指标，如抖动、延迟、网络和

服务器响应时间、丢包率以及MOS语音质量得分等。

运行Cisco IOS软件的目的地路由器可配置为响应器，负责处理衡量数据包并提供详细

的时间戳信息。Cisco IP SLA响应器可将有关目的地路由器的处理延迟信息发送回源

思科路由器。为进一步提高准确性，这一延迟在计算时被扣除。此外，Cisco IP SLA

还支持进行单向衡量。用户可安排Cisco IP SLA在任意时间，或者以任意时间间隔持

续运行。

通过设置差分代码点（DSCP）位，Cisco IP SLA能够用来监控QoS或同一链路上的每

类流量。此外，它还能用于排除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网络的运行故障。性能衡量

功能对于MPLS VPN SLA监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Cisco IP SLA利用SNMP陷阱提供了主动通知功能。每次衡量操作都会根据预设的阈值

监控性能。当超过此阈值时，Cisco IP SLA将生成一个SNMP陷阱，向管理应用发出告

警。如果网络中任意两点间的抖动超过了预定值，系统就会生成告警，向网络管理系统

（NMS）发送一个陷阱，提醒网络管理员。管理员还能对Cisco IP SLA进行配置，在超

过阈值时自动运行新操作。这一功能和逐跳衡量功能相结合，能够支持即时完成实时问

题分析。

在有上百个远程站点路由器需要进行监控的大型网络中，许多客户战略性地放置一个位

于网络核心层位置的影子路由器，来充当中央测试点。影子路由器：

● 能够替代头端广域网终端路由器来为数百个远程路由器和交换机执行IP SLA任务

● 提供单一位置或少量的位置来定义双向流量探针，从而简化部署过程

● 能够运行最适用于Cisco IP SLA的Cisco IOS软件版本，而不会受到头端广域网终端

路由器要求的影响

Cisco IP SLA构建于思科IBA模型基础之上，提供了集成网络服务，能够支持您的企业

监控网络健康状态，支持用户应用。Cisco LMS为您的IT部门提供了一种简单、可扩展

的方式，来部署、测试和管理IP SLA监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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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 Cisco IP SLA shadow router

简介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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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介绍了如何为典型的大型企业配置和部署Cisco IP SLA。第一个流程中的程序向

您展示了如何在路由器和交换机上启用Cisco IP SLA，对端到端数据包测试做出响应。

第二个流程介绍了如何创建操作，来定义数据包测试的参数，如负载类型、IP和QoS参

数等。第三个流程介绍了如何部署影子路由器。第四个流程中的程序可帮助您定义要测

试的终端，并将这些终端与所需要进行的操作测试结合起来。最后一个流程介绍了如何

针对您在网络中运行的IP SLA测试生成报告。

本指南没有包括Cisco IP SLA系列中的全部操作和测试类型。但它为创建更多测试，来

满足贵企业的特定需求提供了一个可靠基础。请注意以下前提要求和建议：

● Cisco Prime LMS 4.1——如果您还未在企业网络中部署Cisco LMS 4.1，请参考《局

域网管理解决方案部署指南》。

● Cisco IOS IP Base——Cisco IP SLA响应器包括在IP Base映像中。对于除基本互联

网控制消息协议（ICMP）操作外的操作，Cisco IP SLA发送器需要高于IP Base的映

像（如UC、Security等）。

● 网络时间协议（NTP）——Cisco IP SLA响应器无需NTP，但建议在确定思科IBA基准

时在整个网络中使用NTP。

部署详情

Cisco LMS中的设备组允许您创建一个定制设备列表，以便在操作中使用。虽然配置设备

组是一个可选操作，但它在以后的操作中将能够帮助有效节省时间。在此例中，您将创建

一个包括所有远程站点路由器的设备组，以便能够一次性对所有路由器执行某项操作。

步骤1：在Cisco LMS窗口中，转至Admin（管理）> System（系统）> Group Management

（组管理） > Device（设备）。

步骤2：选择User Defined Groups（用户定义组）单选按钮，然后点击Create（创建）。

流程

程序1 配置设备组 

为设备分组，启用Cisco IP SLA响应器

1、配置设备组 

2、启用Cisco IP SLA响应器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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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输入该组名称和说明，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4：点击Next（下一步），从现有Parent Group（父设备组）中添加设备，稍后在

步骤6中创建规则。

技术提示

如果需要，您也可在此屏幕中创建规则，对要加入此组中的设备分类。

步骤5：在左侧的Objects from Parent Group（父设备组对象）列表中，选中您希望添加

到操作中的设备（要选择多个设备，按住Ctrl键），然后点击Add（添加）。设备将出现在

右侧的Objects Matching Membership（对象匹配成员）列表中。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6：确保针对您的设备的Summary（总结）列表正确无误，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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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IP SLA包括两部分操作。只需要目标的IP SLA衡量仅使用源路由器上的Cisco IP 

SLA发送器。其示例包括ICMP回声和到拥有TCP堆叠、但无IOS软件的IP主机的TCP

连接等。要进行端到端双向测试，如UDP抖动等，远程设备也须运行Cisco IP SLA响

应器。

当您确定了希望在网络上进行的衡量后，您需要在包含于端到端衡量范围内的远程路由

器和交换机上启用Cisco IP SLA响应器。一个编程为响应器的设备也能编程为其它收集

操作的发送器。

程序2 启用Cisco IP SLA响应器 
步骤1：在主Cisco LMS窗口中，转至Inventory（库存）> Device Administration（设备

管理）> IP SLA Devices（IP SLA设备）。 

步骤2：展开User Defined Groups（用户定义组），然后选择在程序1中创建的组旁边

的复选框。 

 

步骤3：展开All Devices（所有设备），确定还有哪些设备需要启用Cisco IP SLA响应

器，然后选择这些设备旁边的复选框。 

步骤4：点击Enable IP SLA Responder（启用IP SLA响应器），在提醒您Cisco IP SLA

响应器仅当SNMP RO和RW证书正确时才启用的窗口中，点击OK。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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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展开Responder Enabled Devices（启用响应器的设备），确保正确的设备出现

在列表中。

Cisco IP SLA操作是用于衡量网络性能的IP数据包生成测试类型。以下四个操作示例展

示了可用于监控企业网络的方法。如果贵企业的需求与这些示例不同，您可以根据需求

创建其它操作。

在本指南后面的“创建IP SLA收集器”流程中，您将创建终端，以在其中运行这些操作

来测试性能。

流程

创建Cisco IP SLA操作 

1、为IP语音创建UDP抖动操作  

2、为IP视频创建UDP抖动操作

3、创建Telnet （TCP）连接操作

4、创建HTTP Get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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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程序1 为IP语音创建UDP抖动操作 

在此例中，您将创建一个语音数据包测试操作。这一操作类型的目的是检查会影响网络

中IP语音传输的延迟、抖动和丢包问题。 

步骤1：转至Monitor（监控） > Performance Settings（性能设置） > IP SLA > Operations

（操作） 。

步骤2：选择Default160ByteVoice或Default60ByteVoice operation复选框，然后点击

View（查看）。出现的窗口将列出系统缺省操作中的设置。

 

步骤3：在List of Operations（操作列表）窗口底部，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4：在Name（名称）字段，输入您的操作的名称。在本例中，您可以使用SBA-

UDP-Jitter-Voice-DSCP-46。

步骤5：在Type（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UDP Jitter（UDP抖动）。 

步骤6：如果您想为超出阈值的事件生成SNMP陷阱，请配置Reaction Settings（反应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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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输入超时、阈值和采样间隔的数值，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8：在Target Port（目标端口）字段，输入一个用于UDP抖动操作的端口号；本例

使用端口16400。

 

步骤9：在Codec Type（编解码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您在网络中用于生成MOS

和IPCIF语音分数的编解码器类型。如果您未使用编解码器，选择None（无）。 

读者提示

步骤10：在Precision Level（精确级别）下拉列表中，选择Milliseconds（毫秒）。 

步骤11：在IP QoS Type（IP QoS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DSCP。在本例中，DSCP 

46与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网络中的语音QoS设置相匹配。 

步骤12：输入请求有效载荷大小、数据包传输间隔和数据包数量的数值，然后点击

Next（下一步）。

步骤13：确保您的新操作包含在可用操作表中，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字段填写的信息，请点击任意窗口右上角的Help（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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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例中，您将创建一个模拟视频数据包测试操作。这一操作类型的目的是检查会影响

网络中IP视频传输的延迟、抖动和丢包问题。请注意此测试并不实际发送视频流，而是

模拟一个IP数据包视频流。

步骤1：转至Monitor（监控）> Performance Settings（性能设置）> IP SLA > Operations

（操作）。

程序2 为IP视频创建UDP抖动操作
步骤2：选择DefaultVideo操作复选框，然后点击View（查看）。出现的窗口将列出系

统缺省操作中的设置。

 

步骤3：在List of Operations（操作列表）窗口底部，点击Create（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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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在Name（名称）字段，输入您的操作的名称。在本例中，您可以使用SBA-

UDP-Jitter-Video-DSCP-46。

 

步骤5：在Type（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UDP Jitter（UDP抖动）。 

步骤6：如果您想为超出阈值的事件生成SNMP陷阱，请配置Reaction Settings（反应

设置）。 

步骤7：输入超时、阈值和采样间隔的数值，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8：在Target Port（目标端口）字段，输入一个用于UDP抖动操作的端口号。

 

步骤9：在Codec Type（编解码器类型）下拉列表中，保持缺省选择None（无）不变。 

步骤10：在Precision Level（精确级别）下拉列表中，选择Milliseconds（毫秒）。 

步骤11：在IP QoS Type（IP QoS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DSCP。在本例中，DSCP 

46 与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网络中的交互视频QoS设置相匹配。 

步骤12：输入一个请求有效载荷大小数值，根据缺省视频模板，我们在此处使用1024。

输入数据包传输间隔和数据包数量的数值，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3：查看Operation Summary（操作总结），然后点击Finish（完成）。确保您的新

操作包含在可用操作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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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例中，您将创建一个从远程站点路由器或影子路由器，到数据中心服务器的TCP连

接操作。它旨在衡量从远程站点到服务器的连接时间。

步骤1：转至Monitor（监控）> Performance Settings（性能设置）> IP SL A > 

Operations（操作）。

 

程序3 创建Telnet （TCP）连接操作
步骤2：选择DefaultTelnet复选框，然后点击View（查看）。出现的窗口将列出系统缺

省操作中的设置。

 

步骤3：在List of Operations（操作列表）窗口底部，点击Create（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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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在Name（名称）字段，输入您的操作的名称。在本例中，你可以使用SBA-

TCP-Connect-to-DC-Server。

 

步骤5：在Type（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TCPConnect。 

步骤6：如果您想为超出阈值的事件生成SNMP陷阱，请配置Reaction Settings（反应

设置）。

步骤7：输入超时、阈值和采样间隔的数值，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8：在IP QoS Settings（IP QoS设置）下拉列表，选中相应的值。如果您未定义任

何OoS设置，则保留缺省数值0不变。

 

步骤9：在Target Port（目标端口）字段，输入一个用于支持服务器上活动应用的端口

号，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0：确保您的新操作包含在可用操作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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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4 创建HTTP Get操作

在此例中，您将创建一个从远程站点路由器或影子路由器到数据中心服务器的HTTP 

Get操作。它旨在衡量从远程站点到服务器的连接时间。

步骤1：转至Monitor（监控）> Performance Settings（性能设置）> IP SLA > Operations

（操作）。

步骤2：点击窗口底部的Create（创建）。

步骤3：在Name（名称）字段，输入您的操作的名称。在本例中，你可以使用SBA-HTTP-

Get-to-DC-Server。

 

步骤4：在Type（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HTTP。 

步骤5：如果您想为超出阈值的事件生成SNMP陷阱，请配置Reaction Settings（反应

设置）。 

步骤6：输入超时、阈值和采样间隔的数值，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7：在IP QoS Settings（IP QoS设置）下拉列表，选中相应的值。如果您未定义任

何OoS设置，则保留缺省数值0不变。

 

步骤8：如果您正在使用DNS，选择Use DNS Name（使用DNS名称）复选框，然后输

入DNS服务器名称。通过此设置您将可以衡量DNS查询时间。 

步骤9：在URL Relative Path（URL相关路径）字段，输入该HTTP操作的相对路径。

步骤10：在Port（端口）字段，输入应用目的地的端口号，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1：确保您的新操作包含在可用操作表中，然后点击Finish（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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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name IP-SLA-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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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您需要部署一个影子路由器作为IP SLA操作的源设备。稍后在创建IP SLA收集器时将需

要用到此设备。

您首先需要为影子路由器应用通用配置。

步骤1：配置设备主机名

流程

部署影子路由器

1、应用路由器通用配置

2、连接至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

3、为影子路由器配置交换机

程序1 应用路由器通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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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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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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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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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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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配置网络时间协议（NTP）来实现所有设备的同步是一种最佳实践。但

是，GET VPN并不依靠NTP来提供基于时间的反回放（TBAR）功能。GET 

VPN使用KS上的一个伪时钟来管理时间，不需要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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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number]
 description Link to WAN-D3750X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ip route 0.0.0.0 0.0.0.0 [Gateway IP addres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0
 description Link to WAN-D3750X
 ip address 10.4.32.190 255.255.255.192
!
ip route 0.0.0.0 0.0.0.0 10.4.32.129

 

vlan 350
  name WAN_Service_Net
spanning-tree vlan 350 root primary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以下程序将在影子路由器和网络其余部分之间建立一个链接。

步骤1：配置接口并分配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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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缺省路由器。

为影子路由器提供可到达性信息，以便能够使用缺省路由到达网络其余部分。 

示例

程序2 连接至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 程序3 为影子路由器配置交换机

WAN分布层交换机是WAN聚合站点中物理连接设备（如影子路由器）的位置。

本指南假定分布层交换机已经配置，仅包含了在交换机和影子路由器之间建立连接所需

的程序。如需了解有关分布层交换机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

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 

您必须为影子路由器和有着类似连接要求的其它设备创建一个VLAN和交换机虚拟接口

（SVI）。该VLAN被称为广域网服务网络。

步骤1：配置第二层

采用星型设计，可以避免生成树环路或链路被拦截；但仍需启用快速每VLAN生成树

（PVST），以防止意外环路的出现。 

创建VLAN并将分布层交换机设置成VLAN的生成树根（如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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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0/5
  description IP-SLA-2951 Gig0/0
  switchport
  switchport access vlan 350
  switchport mode access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logging event bundle-status

interface Vlan350
  ip address 10.4.32.129 255.255.255.192
  ip pim sparse-mode
  no shutdown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步骤2：为影子路由器配置访问端口连接，并应用在平台配置程序中定义的出口QoS宏。

步骤3：配置第三层（如有必要）。

配置SVI，以便VLAN中的设备能与网络其余部分通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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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SLA收集器定义了您希望使用所创建的操作进行衡量的测试源和目的地终端。在这些

程序中，您将创建样本收集器，以支持您在本指南早些时候的“创建IP SLA操作”中创

建的操作。

图6. IP SLA数据包测试流

流程

创建IP SLA收集器

1、为UDP抖动创建收集器

2、为TCP或HTTP Get创建收集器

程序1 为UDP抖动创建收集器

在本程序中，您将定义测试终端，并创建一个在网络核心层影子路由器和远程站点路由

器Cisco IP SLA响应器之间运行的UDP抖动数据包测试。这一测试用于检查广域网的延

迟、抖动和丢包情况。之后，您将在影子路由器和园区局域网交换机间进行另一次测

试，检查不流经广域网组件时的延迟情况。

步骤1：在主Cisco LMS窗口中，转至Monitor（监控）> Performance Settings（性能设

置）> IP SLA > Collectors（收集器），然后点击Create（创建）。

远程站点

数据中心

主站点

远程站点
路由器

用于语音或视频的UDP抖动

Telnet（TCP）或HTTP Get

广域网
终端路由器

互联网
边缘路由器

影子路由器

服务器

客户端接入层
交换机

广域网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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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在Name（名称）字段，为收集器输入名称。 

 

步骤3：在Source Devices（源设备）列表中，选择用于操作的源设备旁边的单选按

钮。本例使用了影子路由器10.4.32.190。如果您的源路由器有多个接口和多个IP地址，

您必须指定所使用的源接口（IP地址）。 

步骤4：在Target Devices（目标设备）列表中，选择用于操作的目标设备旁边的复选

框。本例使用了名为Remote Site Routers for IP SLA的用户定义组和两个位于总部园区

的局域网交换机。这一操作将对影子路由器和每个广域网路由器之间的连接，以及影子

路由器和本地局域网交换机之间的连接进行测试。 

步骤5：在Operations（操作）列表中，展开UDP Jitter（UDP抖动）。 
● 针对语音，选择SBA-UDP-Jitter-Voice-DSCP-46复选框。这是您在程序1“为IP语音

创建UDP抖动操作”中创建的操作。

● 针对视频，选择SBA-UDP-Jitter-Video-DSCP-46复选框。这是您在程序2“为IP视频

创建UDP抖动操作”中创建的操作。

步骤6：点击Next（下一步）。系统创建一个将生成的收集器的列表。在窗口顶部，您

会看到IP SLA源操作的详细信息、支持的最多收集器数量，以及新收集器的容量。 

 

步骤7：确保列表正确无误，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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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在Collector Type（收集器类型）区域，点击一种运行收集器的排程类型。在

本例中，您选择Historical/Statistical（历史/统计）来提供历史收集信息数据库。

 

步骤9：输入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如果您选择了Forever（永远）单选按钮，操作将一

直运行，直至您终止它为止。 

步骤10：在Polling Interval（轮询间隔）下拉列表中，选择为提供报告而轮询路由器的间

隔时间，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为了生成精确到分钟的报告，您必须选择1、5、15或

30分钟的轮询间隔时间。在任何轮询间隔情况下，您都能创建历史报告和图表。 

步骤11：确保Collector Summary（收集器总结）正确无误，然后点击Finish（完成）。系

统会创建收集器，并将它们部署到IP SLA设备。在本例中排程被设置为立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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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2：要确保操作正常运行，选择一个您创建的收集器，然后点击Monitor（监控）。 

 

此时，系统启动另一浏览器窗口，显示收集器操作。在本例中，您选择的轮询间隔为1

分钟，因此很快就看到收集器正在按照您的设置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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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例中，您定义了测试终端，并创建了一个能用于Telnet（TCP）连接或HTTP Get操

作的主机访问测试。您将收集器设置为从远程站点路由器到数据中心服务器间运行。它

旨在衡量从远程站点到服务器的连接时间。因为您只能选择单一源，所以您可以复制这

一操作，用于其它远程站点路由器测试。为衡量不流经广域网组件的连接时间，设置另

一收集器，进行从影子路由器到服务器的采样。

步骤1：由于Cisco LMS无法获知您网络上的所有主机，您必须为这一测试分别定义每个

主机目标。要创建主机，转至Inventory（库存）> Device Administration（设备管理）> 

IPSLA Devices（IPSLA设备），然后点击Add Adhoc Target（添加临时目标）。

 

程序2 为TCP或HTTP Get创建收集器
步骤2：在Adhoc Devices（临时设备）字段中，输入您希望添加为TCP连接操作目标

的服务器的IP地址，然后点击Add（添加）。本例使用了10.4.48.35。

 

步骤3：成功添加设备后，展开Adhoc Target（临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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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转至Monitor（监控）> Performance Settings（性能设置）> IP SLA > Collectors

（收集器），然后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5：在Name（名称）字段，为收集器输入名称。 

 

步骤6：在Source Devices（源设备）列表中，选择用于操作的源设备旁边的单选按

钮。本例使用了Remote Site br201。鉴于源路由器有多个接口和多个IP地址，您必须

指定所使用的源接口（IP地址）。 

步骤7：在Target Devices（目标设备）列表中，选择用于操作的目标设备旁边的复选

框。在本例中，您使用步骤2中添加的临时目标10.4.48.35。 

步骤8：在Operations（操作）列表中，开展以下工作：

● 针对Telnet，展开TCPConnect，然后选择SBA-TCP-Connect-to-DC-Server复选框。 

● 针对HTTP Get，展开HTTP，然后选择SBA-HTTP-Get-to-DC-Server复选框。

步骤9：点击Next（下一步）。系统创建一个将生成的收集器的列表。在窗口顶部，您

会看到IP SLA源操作的详细信息、支持的最多收集器数量，以及新收集器的容量。 

 

步骤10：确保列表正确无误，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1：在Collector Type（收集器类型）区域，点击一种运行收集器的排程类型。在

本例中，您选择Historical/Statistical（历史/统计）来提供历史收集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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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2：输入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如果您选择了Forever（永远）单选按钮，操作将

一直运行，直至您终止它为止。 

步骤13：在Polling Interval（轮询间隔）下拉列表中，选择为提供报告而轮询路由器的间

隔时间，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为了生成精确到分钟的报告，您必须选择1、5、15或

30分钟的轮询间隔时间。在任何轮询间隔情况下，您都能创建历史报告和图表。

步骤14：查看Collector Summary（收集器总结），然后点击Finish（完成）。系统会创

建收集器，并将它们部署到IP SLA设备。在本例中，您将排程设置为立即开始。

步骤15：要确保操作正常运行，选择一个您创建的收集器，然后点击Monitor（监控）。

 

此时，系统启动另一浏览器窗口，显示收集器操作。在本例中，您选择的轮询间隔为1

分钟，因此很快就看到收集器正在按照您的设置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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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IP SLA性能报告可生成即时报告和预定报告。即时报告和图表是立即生成的，不

存储在报告存档中。预定报告和图表设置为在特定时间运行。使用发布选项，您可以存

储预定报告，以便未来参考。

以下报告将会生成：

● HTTP——报告HTTP测试操作的DNS查询时间、TCP连接时间、页面加载时间和完成

总结统计数据。

● UDP抖动报告——报告双向抖动和延迟时间、往返延迟，以及MOS和CPIF分数（如

支持）。

● 延迟报告——报告TCP测试操作的延迟、错误和完成信息。

流程

生成IP SLA报告 

1、生成即时报告

2、生成预定报告

程序1 生成即时报告

在本例中，您将系统配置为按需生成HTTP报告。

步骤1：转至Reports（报告）> Performance（性能）> IP SLA Detailed（IP SLA详细

信息）

 

步骤2：在Navigator（导航器）窗格，展开列表中的IP SLA Detailed（IP SLA详细信

息）标题，然后选择HTTP复选框。

步骤3：在Operation Based Groups（操作组）列表中，展开HTTP，查看为该操作定

义的收集器的列表，然后选择SBA-HTTP-Get-Test复选框。 

步骤4：在Name（名称）字段，为报告输入一个名称，或保持该字段空白。

步骤5：在Schedule Type（排程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Immediate（即时）。 

步骤6：要生成一个包括多天信息的报告，选择Hourly（每小时）单选按钮。如果选择

了Minute（分钟）选项按钮，则只会生成包括一天或更短时间信息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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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输入报告From（起始）日期和To（终止）日期，然后点击Generate Report

（生成报告）。

系统将启动一个浏览器窗口，显示图表和文本格式的报告。 

 

步骤8：要以图表格式显示，则点击操作类型标题旁边的Graph（图表）。系统将启动

一个新浏览器窗口，显示报告。

程序2 生成预定报告

在本例中，您将为用于IP语音的UDP抖动测试配置预定报告。

步骤1：转至Reports（报告）> Performance（性能）> IP SLA Detailed（IP SLA详细

信息）。

 

步骤2：在Navigator（导航器）窗格，展开列表中的IP SLA Detailed（IP SLA详细信

息）标题，然后选择UDP Jitter （UDP抖动）复选框。

步骤3：在Operation Defined Groups（操作定义组）列表中，展开UDP Jitter（UDP抖

动），然后选择SBA-UDP-Jitter-Voice复选框。 

步骤4：在Name（名称）字段，为报告输入一个名称。 

步骤5：在Schedule Type（排程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预定报告的间隔。在此例

中，您选择了Weekly（每周）。 

步骤6：要生成一个包括多天信息的报告，点击Hourly（每小时）单选按钮。如果选择

了Minute（分钟）选项按钮，则只会生成包括一天或更短时间信息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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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点击Generate Report（生成报告）。 

浏览器窗口将更新，在窗口底部的一个表中显示新的预定报告任务。 

 

报告运行后，其状态改为Succeeded（成功）。 

 

步骤8：在预定报告表格的右侧栏中，点击View（查看）来查看报告数据。系统将启动

一个新浏览器窗口，显示图表和文本格式的报告。 

只有在报告按照预定时间运行完毕后，View（查看）命令才可用。

步骤9：要以图表格式显示，则点击操作类型标题旁边的Graph（图表）。系统将启动一

个新浏览器窗口，显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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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Product List

The following products and software version have been validated for Cisco SBA: 

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Network Management Cisco Prime LAN 
Management Solution

R-LMS-4.1-100-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100 device license 

4.1

Network Management Cisco Prime LAN 
Management Solution

R-LMS-4.1-500-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500 device license 

4.1

Network Management Cisco Prime LAN 
Management Solution

R-LMS-4.1-1K-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1000 device license 

4.1

Network Management Cisco Prime LAN 
Management Solution

R-LMS-4.1-2.5K-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2500 device license 

4.1

F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isco IOS Software versions in use in the network under test for this guide, please refer to: 

•	 Cisco SBA for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Borderless Networks LAN Deployment Guide.

•	 Cisco SBA for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Borderless Networks WAN Deployment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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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Product List

The following products and software version have been validated for Cisco SBA: 

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Network Management Cisco Prime LAN 
Management Solution

R-LMS-4.1-100-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100 device license 

4.1

Network Management Cisco Prime LAN 
Management Solution

R-LMS-4.1-500-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500 device license 

4.1

Network Management Cisco Prime LAN 
Management Solution

R-LMS-4.1-1K-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1000 device license 

4.1

Network Management Cisco Prime LAN 
Management Solution

R-LMS-4.1-2.5K-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2500 device license 

4.1

F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isco IOS Software versions in use in the network under test for this guide, please refer to: 

•	 Cisco SBA for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Borderless Networks LAN Deployment Guide.

•	 Cisco SBA for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Borderless Networks WAN Deployment Guide.

以下产品和软件版本已经过验证，可应用于思科 IBA： 

附录A：产品列表

附录A：产品列表2012年上半年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网络管理 Cisco Prime局域网管理解决方案 R-LMS-4.1-100-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100 device license 

4.1

网络管理 Cisco Prime局域网管理解决方案 R-LMS-4.1-500-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500 device license 

4.1

网络管理 Cisco Prime局域网管理解决方案 R-LMS-4.1-1K-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1000 device license 

4.1

网络管理 Cisco Prime局域网管理解决方案 R-LMS-4.1-2.5K-K9

Cisco Prime LMS 4.1 Base download - 2500 device license 

4.1

如需了解本文中测试时网络所用的Cisco IOS软件版本的信息，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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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广域网部署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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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15.1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
hostname IP-SLA-2951
!
boot-start-marker
boot-end-marker
!
!
enable secret 5 ******************
!
aaa new-mode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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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sion-id common
clock timezone PST -8 0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

no ipv6 cef
ip source-route
ip cef
!
!
!
!
!
ip domain name cisco.local
multilink bundle-name authenticated
!
!
!
!
!
crypto pki token default removal timeout 0
!
crypto pki trustpoint TP-self-signed-1880428427
 enrollment selfsigned
 subject-name cn=IOS-Self-Signed-Certificate-1880428427
 revocation-check none
 rsakeypair TP-self-signed-1880428427
!
!
crypto pki certificate chain TP-self-signed-1880428427
 certificate self-signed 01
  3082022B 30820194 A0030201 02020101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5050030
  31312F30 2D060355 04031326 494F532D 53656C66 2D536967 6E65642D 
43657274
  69666963 6174652D 31383830 34323834 3237301E 170D3131 31303231 
30303137
  32395A17 0D323030 31303130 30303030 305A3031 312F302D 06035504 
03132649
  4F532D53 656C662D 5369676E 65642D43 65727469 66696361 74652D31 
38383034

附录B：配置文件

附录B：配置文件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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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83432 3730819F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1050003 818D0030 
81890281
  8100DB02 71187A15 0A5086BD A0858C05 8F6FE364 C081000C 65C18989 
8B8F38DE
  61B8E5BB 8AA39233 D41A1AA6 483DABF5 5F768422 E253E6B3 F9E9E1B5 
F69583E1
  7BA92C36 CF8ECF05 3F8AD16E 2962C0B2 BB84ABA1 D2EBA47B 67C8C344 
B4584FFD
  21607DCC 8D0CEB8E 52B3597C B43DA4AB F502F2BD 6E2CBE07 512E67DF 
B2F5E3C7
  AEBB0203 010001A3 53305130 0F060355 1D130101 FF040530 030101FF 
301F0603
  551D2304 18301680 147B975D 8730A3AA 676C641B DEC35D70 E94913D3 
0D301D06
  03551D0E 04160414 7B975D87 30A3AA67 6C641BDE C35D70E9 4913D30D 
300D0609
  2A864886 F70D0101 05050003 818100C1 3AB73457 FF252687 210AEF50 
4D374752
  01842653 C46C0B09 88E5E935 686E0D87 7AE031DE 5E19758F C34B0E0C 
130BFF51
  B586BBAC FF3B8E42 3527658A 0F82DEFD F25B6F21 57520619 DFD01234 
F9632EB9
  647ECC00 45150211 56D96542 10CD4BB0 172C6DFB 8ABB7EFA 65365B4B 
CD8131E2
  F3B81778 B0C3ACF8 3AB5FEAA 7CE527
        quit
voice-card 0
!
!
!
!
!
!
!
license udi pid CISCO2951/K9 sn *********
hw-module pvdm 0/0
!

!
!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7 **************
!
redundancy
!
!
ip ssh version 2
!
!
!
!
interface Embedded-Service-Engine0/0
 no ip address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description Link to WAN-D3750X (Gig 1/0/15)
 ip address 10.4.32.190 255.255.255.192
 duplex auto
 speed auto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no ip address
 shutdown
 duplex auto
 speed auto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ip address
 shutdown
 duplex auto
 speed auto
!
ip forward-protocol nd
!
no ip htt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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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http secure-server
!
ip route 0.0.0.0 0.0.0.0 10.4.32.129
!
!
nls resp-timeout 1
cpd cr-id 1
!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tacacs server TACACS-SERVER-1
 address ipv4 10.4.48.15
 key 7 142417081E013E002131
!
!
!
control-plane
!
!
!
!
mgcp profile default
!
!
!
!
!
gatekeeper
 shutdown
!
!
!
line con 0
 logging synchronous
line aux 0
line 2
 no activation-character

 no exec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transport input all
 transport output pad telnet rlogin lapb-ta mop udptn v120 ssh
 stopbits 1
line vty 0 4
 transport input ssh
line vty 5 15
 transport input ssh
!
scheduler allocate 20000 1000
ntp update-calendar
ntp server 10.4.48.17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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