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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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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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的目标受众

Cisco®智能业务平台（IBA）指南主要面向承担以下职务的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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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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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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N

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 您在这里 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

基础设计概述 基础部署指南 附加部署指南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http://www.cisco.com/go/cn/iba
http://www.cisco.com/go/q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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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e Cisco® Smart Business Architecture (SBA) is a comprehensive design 
for networks with up to 2500 users. This out-of-the-box design is simple, 
fast, affordable, scalable, and flexible. There are three options based on your 
scaling needs: up to 600 users, up to 1000 users, and up to 2500 users.

The Cisco SBA for Midsize Organizations incorporates LAN, WAN, wireless, 
security, WAN optimization, and unifi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ested 
together as a solution. This solution-level approach simplifies the system 
integration normally associated with multiple technologies, allowing you 
to select the modules that solve your organization’s problems rather than 
worrying about the technical details. 

We have designed the Cisco SBA to be easy to configure, deploy, and man-
age. This architecture: 

•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	 Makes deployment fast and easy 

•	 Accelerates your ability to easily deploy additional services 

•	 Avoids the need to re-engineer the network as the organization grows

The Cisco SBA for Midsize Organizations—Borderless Networks 
Foundation Deployment Guid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modules:

•	 The first module, the Global Configuration Module, covers configuration 
of the elements that are universal among many, if not all, of the devices 
in the solution. As an example, Secure Shell (SSH) Protocol setup can be 
used throughout the design for secure remote management of devices. 

•	 The LAN Module includes guidance for all segments of the organization 
LAN. The LAN Core section focuses on that portion of the LAN that 
serves as the central aggregation for all user access switching at the 
headquarters, and serves as the interconnect point for the WAN and 
server room. The LAN Access section explains how to configure the LAN 
switches at headquarters and remote sites for desktop computer, phone, 
and other device connectivity. The Server Room section explains the 
configuration of server ports on the switches, VLAN usage and trunking, 
resiliency, and connectivity to the LAN core. 

•	 The Quality of Service (QoS) Module is integrated throughout the 
document and provides you with guidance on protecting your traffic as 
it crosses the network. The LAN and WAN modules walk you through the 
steps for deploying this critical service.

•	 The Security Module focuses on the deployment of firewalls and 
advanced security services to protect the information assets of your 
organization. The Cisco 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IPS) section 
explains how to install Cisco IPS, which monitors your network for 
intrusions or attacks. The Remote Access VPN section explains how 
to provide secure remote access to your network for teleworkers and 
mobile users. 

•	 The WAN Module includes the WAN aggregation at the headquarters, 
as well as the connectivity to remote locations. The WAN module also 
describes connectivity to the LAN infrastructure from those remote 
locations. 

•	 The Wireless Module describes the wireless infrastructure for the head-
quarters and remote sites, its use for employees accessing the intranet 
and Internet, as well as secure guest-user access to the Internet.

•	 The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Module shows you how to optimize the 
bandwidth between the headquarters and remote offices. By ensuring 
economical use of your IT resources, you can delay WAN upgrades or 
make room for new applications.

•	 The Server Load Balancing Module shows how to scale and provide 
additional resiliency for servers and applications.

•	 The Appendix provides the complete list of products used in the lab 
testing of this design, as well as the software revisions used on the 
products in the system. 

The Foundation Deployment Guide is voice-ready because it includes the 
QoS settings, VLANs and IP subnets needed for voice endpoints.  It also 
includes the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 scopes for the 
voice V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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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智能业务平台（IBA）是一个全面的网络设计，最多能够支持2500名用户。这一

即购即用的设计简单、快捷、经济，并具有出色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根据您的扩展需

求，该设计可提供三个不同选项，分别支持：最多600名用户、最多1,000名用户，以

及最多2,500名用户。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在一个综合解决方案中集成了局域网、广域网、

无线、安全、广域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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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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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由选择能够满足贵企业需求的模块，而不必担心技术细节问题。

在设计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时，我们竭力使其能够轻松进行配置、部署和管理。该架构： 
● 提供了一个强大、坚实的基础平台

● 能够轻松快捷地进行部署

● 能够提高您轻松部署更多服务的能力

● 避免随着企业的发展重新对网络进行规划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基础部署指南》包括了以下模块：

● 第一个模块，即全局配置模块，涵盖了解决方案中大部分甚至全部设备所通用的组件

的配置。例如，可在整个设计中使用Secure Shell（SSH）设置等，实现安全的远程

设备管理。

● 局域网模块包括了适用于企业局域网所有网段的说明指南。局域网核心层部分着重介

绍的局域网部分既是所有用户在总部进行网络接入交换的中央汇聚点，也充当着广域

网和服务器机房的互连点。局域网接入部分则介绍了如何在总部和远程站点配置局域

网交换机，以支持台式机、电话和其它设备连接。服务器机房部分阐述的是如何配置

交换机上的服务器端口、VLAN使用情况和中继（trunking）、永续性以及到局域网

核心的连接。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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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质量（QoS）模块贯穿于全文，介绍了如何保护在网络中传输的流量。局域网和

广域网模块介绍了部署这一关键服务的步骤。

● 安全模块主要介绍防火墙和高级安全服务的部署，以便有效保护企业的信息资产。思

科入侵防御系统（IPS）部分介绍了如何安装Cisco IPS，它可以监控您的网络中是否

遭到入侵或攻击。远程接入VPN部分则介绍了如何为家庭办公人员和移动用户提供安

全的远程网络接入。

● 广域网模块包括总部的广域网汇聚和到远程站点的连接。广域网模块还介绍了远程站

点到局域网基础设施的连接。

● 无线模块介绍了总部和远程站点的无线基础设施，以及如何使用它来支持员工访问内

联网和互联网，并确保访客的互联网接入安全性。

● 应用优化模块向您介绍了如何优化总部和远程办公室间的带宽使用。通过经济高效地

利用您的IT资源，您可以延迟广域网的升级，或为支持新应用留出空间。

● 服务器负载平衡模块介绍了如何进行扩展并为服务器和应用提供额外的永续性。

● 附录部分提供了本设计的实验室测试中所用的全部产品列表，以及系统中各产品所用

的软件版本。

《基础部署指南》可直接用于语音部署，它包含了语音终端所需的QoS设置、VLAN和

IP子网信息。同时它还包含了语音VLAN所需的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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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 Network architecture bas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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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您对本架构的理解，我们还提供大量补充指南，介绍可能对解决您的业务问题十

分重要的功能、技术或特性。

图1显示了部署了全部模块的完整思科中小企业IBA智能业务平台基础设计。

读者提示

了解关于配置为语音终端分配呼叫控制代理的DHCP选项的信息，请参

见《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协作统一通信管理器部署

指南》。

图1. 网络架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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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Goals 
From the beginning, one of the primary concepts of this design has been 
the “modular concept.” The deployment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module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	 Ease	of	use—Develop a design that could be deployed with the minimal 
amount of configuration and day-two management. 

•	 Cost-effectiveness—Meet the budget guidelines for a company of this 
size. 

•	 Flexibility	and	scalability—Products must be able to grow or be 
repurposed within the architecture. 

When possible, reuse the same products throughout the various modules to 
minimize the number of products required for spares. 

Business Overview 
The Cisco SBA for Midsize Organizations—Borderless Networks 
Foundation Deployment Guide is designed to address five primary needs 
of midsize organizations:

•	 To provide reliable access to organization resources

•	 To minimize time required to select and absorb technology investments

•	 To enable workforce mobility

•	 To provide guest and partner access

•	 To reduce operational costs

Provide Reliable Access to Organization Resources 

Data networks are critical to organizations’ ability to operate and compete. 
Online workforce-enablement tools only offer benefit if the data network 
provides reliable acces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Collaboration tools and 
content distribution rely on high-speed, low-latency network infrastructure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user experience. However, as networks become more 
complex, the level of risk increases for network-availability loss or poor per-
formance due to inadequate design, configuration errors, maintenance and 
upgrade outages, or hardware and software faults. The design and methods 
used in this deployment guide were created to minimize these risks.

Minimize Time Required to Select and Absorb Technology 
Investments 

New technology can impose significant costs, including the time required to 
select the proper equipment, the investment in the equipment, and the time 
and workforce investment that is required to deploy the new technology and 
establish operational readiness. Matching the correct equipment to solve 
business problems with the right mix of scalability, growth, and cost can 
be difficult given the number of choices in the market. When you introduce 
new technology, it takes time for you to understand how the technology 
operates and to ascertain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new technology 
into the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Over time, you can refine the methods and 
procedures that you use to deploy a new technology to be mor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This deployment guide eases your organization’s cost of technology selec-
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y providing recommended equipment appropriate 
for the midsize organization along with methods and procedure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tested by Cisco. By applying the guidance within this 
document, you can reduce the time required to assimilate the technology 
into your organization’s network and you can deploy the technology quickly 
and accurately, so that your organization can achieve a head start realizing 
the return on your investment.

Enable Workforce Mobility 

The ability for a user to maintain productivity without being tethered to 
their desk for computer and telephone connectivity is driving increased 
efficiency into the operation of most organizations. By providing network 
access in a conference room without the need to run wires to every 
meeting-attendee, organizations can reduce infrastructure costs and enable 
a more productive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s looking to control overhead 
costs by improving office space efficiency can use wireless mobility 

简介2012年上半年

设计目标

从始至终贯穿本设计的主要理念之一就是模块化理念。整个部署流程根据以下原则被划

分为多个模块： 
● 易于使用——开发的设计方案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部署时所需的配置工作和之后的

管理。

● 经济高效—— 满足这种规模的公司的预算要求。

● 活性和可扩展性——产品必须能够在架构中扩展或改变用途。

尽可能在各模块中重复使用相同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所需的备件产品数量。

 

业务概述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基础部署指南》专门为满足中

小企业的五大需求而设计。

● 提供对于企业资源的可靠访问

● 尽量缩短选择和进行技术投资所需的时间

● 支持员工移动办公

● 允许访客和合作伙伴接入网络

● 降低运营开支

2

语音、

视频、

Web会议

安全、

广域网优化、

访客接入

路由、交换、

无线和互联网

用户服务

网络服务

网络基础

提供对于企业资源的可靠访问

数据网络对于保持企业的运营和竞争能力至关重要。只有数据网络能够提供可靠的信息

资源访问能力，员工在线支持工具才能发挥优势。协作工具和内容分发也依赖于高速、

低延迟的网络基础设施来提供有效的用户体验。但是，随着网络日益复杂，因为设计不

足、配置错误、维护和升级停运，或是软硬件故障而导致网络不可用或性能不佳的风险

也在逐渐加大。本部署指南中所用的设计和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威胁。

尽量缩短选择和部署技术所需的时间

新技术的采用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其中包括选择合适的设所需的时间，设备本身的投

资，以及部署新技术并使其能够正常使用所需要的巨大时间和人员投入。在当今市场上

选择众多的情况下，为解决企业问题而确定在可扩展性、未来可升级能力和成本方面都

最为适合的设备并不容易。在引进新技术时，您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了解如何使用它，以

及确定如何才能将新技术高效地集成到现有基础设施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您可以定

义用于部署新技术的方法和程序，以便实现更高效率和更高准确性。

本部署指南针对中小企业提出了建议部署的设备，并提供了由思科开发及测试的方法和

流程，能够帮助您的企业节省选择和实施技术的成本。在本文指导下，企业将能够缩短

新技术融入其现有网络的时间，快速、准确地完成技术部署，进而在实现投资回报方面

抢占先机。

支持员工移动办公

用户不必再坐在办公桌前，受到计算机网线和电话线的限制，而是随时随地能保持高生

产率的能力，将能提高大多数机构的效率。通过在会议室中提供网络接入，且无需为每

位参会者进行硬布线，企业既能降低基础设施成本，又能提高环境生产率。希望通过高

效利用办公空间而降低开销的机构可以使用无线移动功能。例如，通过允许多位用户共

享办公空间、使员工在难以布线的地点也能办公，或在餐厅召开临时会议等，机构能够

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办公场所。在总部和远程站点都提供相同网络接入，意味着无论用户

在哪里工作都能保持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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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For example, by sharing workspace between multiple users, 
reaching hard-to-wire locations for office space, or enabling ad hoc meet-
ings in lunch rooms, organizations can maximize their workspace efficiency. 
Common network access at headquarters and remote locations means 
users can be productive regardless of their work location for the day.

This design provides mobility services that increase employee productivity 
by allowing users to move throughout the physical plant while maintaining 
access to their applications, and it controls costs by maximizing the use of 
office space.

Provide Guest and Partner Access

Organizations’ facilities are frequently used by a wide range of guests, 
including customers, partners, and vendors. While they are on site, many 
of these guests desire network connectivity to gain access to permitted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as well as VPN connectivity to their employer’s 
network and the Internet so they can be as productive as possible. However, 
by offering guests the same level of network access as the organization’s 
users an organization can be exposed to a significant risk. Additionally, 
variations in frequency and number of guests can cause difficulty predicting 
when and where the connectivity will be required. The design provides wire-
less service that offers authenticated guest access to the Internet without 
allowing access to the organization’s internal resources.

Reduce Operational Costs 

Organizations constantly pursue opportunities to reduce network opera-
tional costs, while maintaining the network ’s effectiveness for end users. 
Operational costs include not only the cost of the physical operation (power, 
cooling, etc.), but also the labor cost required to staff an IT department that 
monitors and maintains the network. Additionally, network outages and 
performance issues impose costs that are more difficult to quantify, in the 
form of loss of productivity and interruption of business continuity. 

The network provided by this deployment guide offers network resilience in 
its ability to tolerate failure or outage of portions of the network, along with 
a sufficiently robust-yet-simple design that staff should be able to operate, 
troubleshoot, and return to service in the event of a network outage.

Technical Overview
The modules in this guide describe a design that enables communica-
tions across the organization. This section provides architectural guidance 
specific to the network components or services you need to deploy.

LAN Module

The LAN Core, as the hub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all modules in the 
network,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odules in the design. Although there 
are multiple Cisco products that can provide the functionality needed in the 
core—primarily fault tolerance and high-speed switching—this architecture 
provides flexibility so that the infrastructure can grow with the company. 

The design offers three options: 

•	 The first option supports up to 600 users with a resilient core-stack 
design using the Cisco Catalyst® 3750 switch. 

•	 The second option targets the 1,000-user mark with a resilient Cisco 
Catalyst 4507RE chassis equipped with dual supervisor modules.

•	 The third option scales to 2500 users, with a pair of Cisco Catalyst 6500 
switches configured in a resilient Virtual Switching System (VSS). 

All three options provide the required fault tolerance and bandwidth capac-
ity, as well as port density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hysical ports needed 
to connect devices from the other modules. The actual product selected will 
be driven by the business needs and size of the organization: 

•	 Up	to	600	users—The Cisco Catalyst 3750 product line is a stackable 
Gigabit Ethernet switch that provides resilience and scalability via Cisco 
StackWise technology.  In the basic design, we use a pair of stacked 
12- or 24-port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d number of uplinks to other 
devices) Cisco Catalyst 3750 switches that use Small Form-Factor 
Pluggable transceivers to offer a port-by-port option of either twisted-
pair or fiber-optic Gigabit Ethernet cables. The Cisco Catalyst 3750 core 
switch provides both Layer 2 and Layer 3 switching capabilities and is 
configured to route traffic between other modules in the LAN. As the 
organization grows to require more switch ports in the core, the Cisco 
Catalyst 3750 switch supports in-service stack-member addition to 
increase port capacity without the need to schedule an outage. 

简介2012年上半年

本设计提供的移动服务能够提高员工生产率，允许用户在办公场所中移动时仍能访问其

应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办公空间，从而降低运营成本。

允许访客和合作伙伴接入网络

企业办公地点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访客到来，包括客户、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等。这其中

有很多访客需要在现场使用网络连接来访问许可范围内的企业资源，以及通过VPN连接

到其雇主的网络和互联网，从而尽量保持高生产率。但是，为访客提供与企业内部用户

相同的网络接入权限会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此外，访客的来访频率和人数不断变化，

所以很难预测何时何地需要为他们提供网络连接。本设计中的无线服务允许通过身份验

证的访客接入互联网，但禁止他们访问企业内部资源。

降低运营开支

企业始终都在寻找降低网络运营开支的机会，但又不能影响最终用户对网络的使用。运

营开支不仅包括物理成本（电费、冷却成本等），而且包括负责监控和维护网络的IT部

门的人力成本。另外，网络中断和性能问题会导致生产率损失以及业务连续性被破坏，

从而使成本更难以估量。

本部署指南中提供的网络具备永续性，能够容忍部分网络故障或停运的现象。另外，本

文中还提供了简单但足够强大的设计，以帮助员工在发生网络中断时运行、排障和恢复

正常的网络服务。

技术概述

本指南中的模块描述了一个能够支持在企业中进行通信的设计。本部分介绍了适用于您

需要部署的网络组件或服务的架构指南。

局域网模块

局域网核心层是网络中所有模块的通信中枢，也是设计中最重要的模块之一。尽管有多

款思科产品能够提供核心层所需功能－主要是容错和高速交换－但本架构具备极高灵活

性，因此基础设施能随公司的发展而扩展。

该设计提供了三个选项： 
● 第一个选项可支持最多600名用户，采用永续核心层堆叠设计，使用Cisco Catalyst® 

3750交换机。

● 第二个选项适用于拥有1,000名用户的环境，采用了配有双管理引擎模块的永续Cisco 

Catalyst 4507RE机箱。

● 第三个选项可扩展至2,500名用户，在一个永续的虚拟交换系统（VSS）中配置了一

对Cisco Catalyst 6500交换机。

所有三个选项均提供了必需的容错和带宽容量，以及端口密度，拥有所需的物理端口数

量用于连接来自其他模块的设备。实际选择的产品将取决于企业的业务需求和规模： 
● 多达600名用户——Cisco Catalyst 3750产品系列是一款可堆叠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通过Cisco StackWise技术提供了永续性和可扩展性。在基础设计中，我们使用了

一对可堆叠的12或24端口（取决于需要为其他设备提供的上行链路数量）Cisco 

Catalyst 3750交换机，后者采用小外形可插拔收发器，提供了支持双绞线或光纤千兆

以太网线缆的端口选项。Cisco Catalyst 3750核心交换机提供第三层和第二层交换功

能，通过配置，能够在局域网中的其他模块间路由流量。当企业由于增长而需要在核

心层增加更多交换机端口时，Cisco Catalyst 3750交换机支持在使用中增加堆叠成员

以提高端口密度，而无需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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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to	1000	users—A design to support more users requires additional 
switching capacity and more ports to connect to the additional client 
LAN-access switches. For this design, we selected a resilient Cisco 
Catalyst 4507R+E switch equipped with dual supervisor modules, dual 
power supplies, and dual Ethernet blades to offer the fault tolerance 
needed in the core. Its flexible chassis design allows for different line-
card options to match the number and speed of uplink ports required. 
Additional line cards can be added to the Cisco Catalyst 4507RE switch 
as bandwidth and port requirements increase.

•	 Scaling	to	2500	users	and	beyond—As organizations continue grow-
ing, demand increases for larger numbers of high-speed ports and 
switching capacity. This need is addressed by a pair of Cisco Catalyst 
6500 Series switches with VS-720 supervisor blades, configured in a 
highly-available VSS 1440. The Cisco Catalyst 6500 platform offers 
maximum flexibility for line-card configuration, high levels of port den-
sity for 10 gigabit connectivity, and very high forwarding rates for Layer 2 
and Layer 3 switching to support larger organizations with lots of con-
nected users at the headquarters site.  This platform provides a basis 
for migration to the Cisco SBA for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Borderless 
Network design.

Client LAN Access Module

The client LAN access switches address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con-
necting end-users’ devices to the network. The client LAN access design 
provides Layer 2 switching functionality for all connected endpoints, either 
directly through wired-Ethernet connections, or indirectly via connected 
wireless access points (APs). Switches must supply adequate bandwidth to 
every endpoint device, both on the access port and in the connection to the 
core. 

Another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LAN access switch role is supplying Power 
over Ethernet (PoE). PoE/PoE+ delivers power to IP telephones, wireless 
access points (APs), security cameras, and other low-power devices. PoE/
PoE+-enabled endpoint devices receive network connectivity and power 
through a single twisted-pair Ethernet cable, which resolves the need to 
install power connections in locations such as ceilings for cameras and 
wireless APs. Including PoE in the design removes the added cost of re-
engineering the network in the future as PoE devices are deployed. 

The SBA for Midsize Organizations—Borderless Networks design accom-
modates LAN access-switching requirements through four product lines 
that offer 10/100/1000 access ports, Gigabit Ethernet and 10 Gigabit 
Ethernet uplinks, and PoE+. The following product choices are available: 

•	 The Cisco Catalyst 2960-S Series is an economical fixed-configuration 
switch with stacking capability and multiple uplink options. 

•	 The Cisco Catalyst 3560-X Series is a fixed-configuration, non-stackable 
switch with modular uplinks that provides flexibility and features for 
many access-level switching environments with low port-density 
requirements.

•	 The Cisco Catalyst 3750-X Series is a fixed-port stackable switch with 
modular uplinks that is capable of expansion.

•	 The 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offers a flexible, chassis-based 
modular switch, with a wide range of line-card configuration options for 
large, high-density deployments.

Server Room/Advanced Server Room Module 

Server room switches provide network connectivity for servers and appli-
ances that offer network and user services to a variety of devices in the 
network. The server room design has two product lines to choose from: the 
Cisco Catalyst 3750-X and the Cisco Catalyst 3560-X switches. The Cisco 
Catalyst 3750-X offers flexible port density, online expandability, and fault 
tolerance through Cisco StackWise Plus capability. The Cisco Catalyst 
3560-X switch offers a lower cost option for applications where switch 
resiliency is not a priority.

Both the server room method of network connectivity and the client LAN 
access method connect devices to the network;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that changes the switch model is the requirement in the LAN 
access method for PoE. While PoE-capable device are not typical in the 
server room, using PoE-capable switches offers a benefit worth consider-
ing: the minor initial cost savings of a non-PoE switch may not be worth the 
benefits of using the same switch across multiple modules. Although con-
figurations differ between LAN access switches and server room switches, 
the ability to use a single switch type between multiple modules can lower 
operational costs by allowing for simpler sparing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provide a better chance of reuse as the organization grows.

简介2012年上半年

● 最多1000名用户——支持更多用户的设计需要更高交换能力和更多与其他客户端

局域网接入层交换机相连的端口。针对本设计，我们选择了永续Cisco Catalyst 

4507R+E交换机，为其配备了双管理引擎模块、双电源和双以太网刀片，以在核心层

提供所需的容错能力。其灵活的机箱设计允许根据所需上行链路端口数目和速度来选

择不同的线路卡。当带宽和端口要求增加时，可向Cisco Catalyst 4507RE交换机添加

更多线路卡。

● 扩展至2,500名用户或更多——随着企业的持续增长，将需要更多高速端口数量和

更高交换容量。这一需求可通过采用VS-720管理引擎刀片的一对Cisco 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得到解决，并采用具有高可用性的VSS 1440进行配置。Cisco 

Catalyst 6500平台提供了最高的线路卡配置灵活性、最大的万兆连接端口密度、以

及超高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交换转发速率，以支持在总部拥有众多联网用户的大型企

业。该平台为迁移至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设计提

供了一个基础。

客户端局域网接入层模块

客户端局域网接入交换机用于履行将最终用户的设备连接到网络的主要职责。客户端局

域网访问设计为所有联网终端提供了第二层交换功能，通过有线以太网连接直接实现或

通过联网的无线接入点（AP）间接实现。交换机必须向每一个终端设备提供足够的带

宽，包括在接入端口上和核心层连接中。

局域网访问交换机的另一项重要功能为提供以太网供电（PoE）。PoE/PoE+可以向IP

电话、无线接入点（AP）、监控摄像头和其它低功率设备供电。支持PoE/PoE+的终端

设备可通过单条双绞以太网线获得网络连接和电力，从而无需在诸如天花板等位置为摄

像头和无线接入点安装电力连接。在设计中包括PoE使企业不必在将来部署PoE设备时

改造网络，从而额外的成本。

面向中小企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设计通过四个具备10/100/1000接入

端口、千兆以太网和万兆以太网上行链路及PoE+特性的产品系列，可以充分满足局域

网接入交换要求：提供以下产品选择： 
● Cisco Catalyst 2960-S系列是经济型的可堆叠固定配置交换机，具有多个上行链路

选择。

● Cisco Catalyst 3560-X系列是不可堆叠的固定配置交换机，其模块化上行链路能够为

端口密度要求较低的接入层交换环境提供出色的灵活性和功能。

● Cisco Catalyst 3750-X系列是固定端口可堆叠交换机，采用具备可扩展能力的模块化

上行链路。

● Cisco Catalyst 4500 E系列提供了一个基于机箱的灵活的模块化交换机，为大型高密

度部署提供了广泛的线路卡配置选项。

服务器机房/高级服务器机房模块 

服务器机房交换机为负责向网络中的各种设备提供网络和用户服务的服务器和设备提

供网络连接。针对服务器机房设计提供了以下两个产品系列供选择：Cisco Catalyst 

3750-X和Cisco Catalyst 3560-X交换机。Cisco Catalyst 3750-X通过Cisco StackWise 

Plus功能提供了灵活的端口密度，在线扩展性和容错性。Cisco Catalyst 3560-X交换机

为交换机永续性并非最优先需求的应用提供了一个低成本选项。

服务器机房网络连接方法和客户端局域网接入方法均能够将设备连接至网络，区别在

于改变了交换机型号，以满足局域网接入方法对于PoE的要求。虽然支持PoE的设备在

服务器机房中并不常见，但使用支持PoE的交换机将能够带来优势，这是因为：使用非

PoE交换机的微弱初始成本节省可能比不上在多个模块中使用同一交换机的优势。尽管

局域网接入交换机和服务器机房交换机之间存在配置差异，但在多个模块中使用单个交

换机类型将能够降低运营成本，更便于获得备件和进行管理，以及随着企业的发展重复

利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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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Module

In a network where multiple applications share a single transport, you need 
to provide varying levels of service to guarantee satisfactory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Real-time traffic, like voice, is very delay-and-drop sensitive. 
Therefore you must handle it with priority so that the data stream is not 
interrupted. QoS provides the organization with the ability to define different 
traffic types for both data and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and to create more 
deterministic handling for real-time traffic and levels of priority for critical 
business applications. 

In the LAN, the need for QoS is less evident due to the available high band-
width, Gigabit and 10-Gigabit Ethernet, but even high-speed LANs have 
congestion points where packets can be delayed or dropped in buffers to 
manage traffic flow. In the WAN, the need for QoS is much more evident as 
the difference in available bandwidth as you leave the LAN to cross the WAN 
can be very large and creates congestion points as you cross from high to 
low bandwidth.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QoS cannot create bandwidth; 
rather, it takes bandwidth from one class to give to another class with higher 
priority.

Qo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oundation design as it allows organizations 
to combine separate voice and data networks onto a single IP-based trans-
port. To ensure that the design is easy to use, Cisco keeps QoS as simple as 
possible to maintain correct operation of the real-time traffic on the network 
and to allow the organization to customize it if desired to classify specific 
business-critical application handling. QoS is integrated throughout the 
design and the steps to configure QoS are in modules that require device-
specific configuration. 

The QoS design provides the guidance necessary to:

•	 Establish a limited number of classes to map applications.

•	 Handle different classes of service with bandwidth and priority policies.

•	 Map the policies to LAN and WAN interfaces to achieve intended results.

This approach establishes a solid baseline that is scalable to handle the 
expanding needs of the organization.

Security Module 

Within the design, there are many requirements and opportunities to include 
or improve security. The deployment guide will cover software and hardware 
VPN for the mobile teleworker and small-office or home-office (SOHO) 
worker. There is additional security at the switch-port level where devices 

connect to the switch; this type of security will be covered in detail in the 
LAN and WAN modules. 

At the headquarters, there is another layer of security to protect the busi-
ness information assets. These devices provide direct and indirect protec-
tion against potential threats. The first product in the headquarters security 
perimeter is the Cisco ASA 5500 Series 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 (ASA). 
The Cisco ASA 5500 is a hardened, multifunction device providing firewall 
capability, VPN, and Secure Sockets Layer (SSL) VPN access for remote/
mobile users. The Cisco ASA 5500 also has a slot for a services module, and 
this design uses the IPS module.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and IPS 

The IPS module adds the ability to inspect application layer data for attacks 
and to block malicious traffic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packet or the 
reputation of the sender.  

The indirect security is established by the use of intrusion detection. This is 
a passive method for monitoring threats. Once a threat is detected, mitiga-
tion steps can be taken. The Cisco IPS 4200 Series allows the company 
to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network traffic for potential threats. When a 
threat is detected, the system sends an alert to the appropriate monitoring 
resource, and engineering or operational staff take action to resolve the 
issue. 

Remote-Access VPN 

VPN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remote access. 

Remote mobile workers use hotspots in coffee shops, hotels, airports, and 
other locations to access the Internet. Once the mobile worker i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they can use a software VPN client to gain secure access to 
company resources. Cisco offers SSL software VPN clients for this purpose.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Module 

Remote sites must connect back to the main office to access applications. 
This connectivity affects the bottom line of a business; therefore, it is critical 
to maximize its usage for cost-effectiveness.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allows 
greater amounts of voice and data to traverse WAN links without incurring 
the cost of buying additional bandwidth. The ability to add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with minimal cost and effort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You 
will realize less operational impact, improved resilience, and lower costs 
when you implement an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solution that integrates 
effectively with the WAN infrastructure.

简介2012年上半年

QoS模块

在一个由多个应用共享一条传输路径的网络中，您需要提供不同的服务级别，来保证用

户对应用性能的满意度。诸如语音等实时流量对于延迟和丢弃非常敏感。因此，您必须

将其优先处理，以便使数据流不会中断。QoS使企业能为数据和多媒体应用定义不同的

流量类型，更快处理实时流量，并为关键业务应用提供更高优先级。

在局域网中，因为有千兆和万兆以太网等高带宽，所以对于QoS的需要不太明显，但即

使是高速局域网也有拥塞点，在管理流量时，数据包会延迟或丢弃在缓存中。而在广域

网中，对QoS的需求更为明显，因为当您离开局域网、进入广域网时，会感受到非常巨

大的差别，从高带宽进入到低带宽处会形成拥塞点。值得注意的是，QoS并不能创造带

宽，而是将一类流量的带宽分配给另一优先级较高的流量。

QoS是基础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使企业能将分开的语音和数据网络整合

到单一的IP传输网络。为确保设计“易于使用”，思科使QoS尽可能简单，它能够保持

实时流量在网络上得到正确处理，如果企业需要对特定关键业务应用的处理进行分类，

它还可以支持企业进行定制。QoS贯穿于整个设计中，所有需要设备特定配置的模块均

包含配置QoS的步骤。

QoS设计提供的指导包括：

● 建立有限数目的类别来对应用进行分类。

● 根据带宽和优先级策略处理不同的服务类别。

● 对局域网和广域网接口实施策略，以达到预期效果。

这种方式建立了稳固的基础，并能够根据需要进行扩展以满足企业的更高需求。

安全模块

在设计中，对包括和提升安全性有许多要求。本部署指南将涵盖有关用于移动远程员

工，以及小型办公室或家庭办公室（SOHO）员工的软硬件VPN的内容。在设备与交换

机相连处的交换机端口级还可以提供更多安全特性，这些将在局域网和广域网模块中详

细阐述。

在总部，还有另一个保护企业信息资产的安全层。这些设备对于潜在威胁起直接和间接

防御作用。总部安全边界内的首款产品是Cisco ASA 5500系列自适应安全设备（ASA）。

Cisco ASA 5500是一种经过加强的多功能设备，提供防火墙功能、VPN和面向远程/

移动用户的安全套接层（SSL） VPN接入。Cisco ASA 5500还具有用于服务模块的插

槽，本设计使用IPS模块。

入侵探测系统和IPS

IPS模块增加了检测应用层数据的能力，以发现攻击并根据数据包的内容或发送者的声

誉拦截恶意流量。

通过使用入侵检测功能，能够实现间接安全保护。这是一种监控威胁的被动方法。一旦

发现威胁，就采取防御措施。Cisco IPS 4200系列使公司能够持续监控网络流量，抵御

潜在威胁。当检测到威胁时，系统向相应的监控资源发送告警，同时工程或操作人员采

取措施解决问题。

远程接入VPN

VPN是远程接入的基础。

远程移动员工在咖啡店、酒店、机场和其它地点使用热点接入互联网。一旦移动员工连

接到互联网，他们就能使用一个软件VPN客户端来安全访问公司资源。思科为此提供了

SSL软件VPN客户端。

应用优化模块

远程站点必须连接回总部，才能访问各种应用。它们之间的连接影响着企业的收入，因

此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其使用率，使其更为经济高效。应用优化可支持在广域网链路中

传输更大数量的语音和数据，而无需购买额外的带宽。能够以最低成本和人工添加应用

优化的能力是一项基本要求。当您实施与广域网基础设施有效集成的应用优化解决方案

时，您将实现更少的运营影响、提高永续性并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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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mmendation is Cisco Wide Area Application Services (WAAS) 
software. WAAS runs on a variety of devices that are selected based on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applications, WAN links, and number 
of users. 

The WAAS solution has three components: an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device at each remote site, an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endpoint at the 
headquarters that acts as an aggregation point for the remote sites, and a 
Central Manager that is the control point for the entire WAAS solution. The 
SBA design uses the Cisco Services Ready Engine (SRE) in the router at the 
remote sites, the Cisco Wide Area Virtualization Engine (WAVE) appliances 
WAVE-594 or WAVE-694 for the application acceleration endpoint at the 
headquarters, and a Cisco WAVE-294 or a Virtual WAAS (vWAAS) appliance 
as the Central Manager at the headquarters.

WAN Module 

The WAN aggregation is the point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eadquarters 
and remote sites. The WAN interconnects all locations and aggregates 
traffic for the Internet at the headquarters. While the SBA foundation design 
includes Internet access, the Internet is not used for connectivity between 
locations. The WAN module offers guidance for two size ranges: 

•	 WAN-25 accommodates headquarters WAN aggregation for around 25 
remote sites. 

•	 WAN-75 supports larger WANs with up to 75 sites aggregated at one 
location, and it may include regional sites that use the WAN-25 design 
for regional WAN aggregation.

The headquarters routers’ ability to support additional services influenced 
device selection; beyond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routing traffic between 
locations, the device needs to support voice, media, and gateway services,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and security functions through the expansion 
capabilities provided by software features or add-on hardware modules. 

Given all these requirements, the Cisco 3925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Generation 2 (ISR G2) is the recommended option for the WAN-25 head-
quarters router or regional aggregation sites; the Cisco 3945 ISR G2 is 
recommended for the WAN-75 design.

The Cisco 3945 and 3925 ISR G2s are flexible, modular platforms that 
enable high-speed routing and other services—such as voice—for connec-
tivity needs between the headquarters and remote sites. 

The remote sites are designed to support ~25 users with computers, IP 
phones, and wireless connectivity. User access to email and other applica-
tions, IP telephone, and Internet access are provided through the WAN. At 

remote sites, the LAN access switch delivers PoE for IP phones and wireless 
APs so individual power connections per device are not required.

In addition, QoS and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offer cost savings and 
improved performance through efficient use of the WAN bandwidth.

The Cisco ISR G2 models 2911, 2921, and 2951 are the recommended 
platforms for connecting remote sites back to the headquarters. All three 
platforms provide integrated services with voice gateway capability for local 
connectivity to the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PSTN),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and data, voice, and video service over the WAN. 

For LAN access at the remote sites, the SBA design uses Cisco Catalyst 
2960-S, Catalyst 3560-X, or Catalyst 3750-X. Each enables simple network 
access and PoE. In keeping with the principle of ease of use, each product 
applies the same basic configuration as the Cisco Catalyst 3750-X, 3560-X, 
and 2960-S switches that are used in the headquarters LAN, which keeps 
deployment and operational cost to a minimum. 

For wireless connectivity at the remote site, the SBA design uses the Cisco 
1140, 1260, and 3500 Series APs that are managed by the wireless control-
ler at the headquarters. 

Wireless Module

The foundation design includes both wired and wireless acces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ser by allowing them to stay connected regardless 
of location. The design uses 802.11 Wi-Fi technology for transporting voice, 
data, and even video. The 802.11a/b/g/n support in the wireless design 
provides easy migration from legacy Wi-Fi networks to the highest speed 
and performance infrastructure available.

Traditional wireless network designs used the autonomous or standalone 
access point (AP) model where each AP is individually configured and man-
aged. This methodology made it difficult to monitor and expand the network 
size and functionality. At the heart of the SBA design for wireless is a central-
ized Wireless LAN Controller (WLC) appliance that can be scaled to support 
the number of APs and locations necessary to support the organization. 

In the wireless design, Cisco recommends using the 5508 Series Wireless 
LAN Controller that provides support for up to 500 APs each. To keep the 
design simple yet resilient, secure, and scalable we use one pair of WLCs 
for guest traffic, data, and voice traffic for the organization users. The same 
APs that offer employee access to internal network access via authentica-
tion also offer guest and partner access. Each AP tunnels the wireless guest 
access data back to the WLC and, via a secured VLAN, the wireless guest 
data is handed to the firewall, which prevents those users from ac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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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使用思科广域应用服务（WAAS）软件。WAAS能在根据应用具体性能需求、

广域网链路和用户数而选择部署的各种设备上运行。

WAAS解决方案有三个组件：一个部署于每个远程站点的应用优化设备、一个在总部

用作远程站点流量汇聚点的应用优化终端，以及作为整个WAAS解决方案的控制点的

Central Manager。IBA设计在远程站点的路由器中使用思科服务就绪引擎（SRE），

在总部部署思科广域虚拟化引擎（WAVE）设备WAVE-594或WAVE-694作为应用加速

终端，并在总部采用一个Cisco WAVE -294或虚拟WAAS （vWAAS）设备作为中央管

理器。

广域网模块

广域网汇聚是总部与远程站点间的连接点。广域网互联所有地点，在总部汇聚互联网的

访问流量。虽然IBA基础设计包括互联网接入，但各地点间的连接并不使用互联网。广

域网模块针对以下两种规模的部署提供了指导： 
● WAN-25适用于针对大约25个远程站点的总部广域网汇聚。

● WAN-75可支持在一个地点汇聚多达75个站点的大型广域网，其中可能包括针对区域

性广域网汇聚采用WAN-25设计的区域站点。

总部路由器在支持更多服务方面的能力影响着设备的选择。除了在不同位置间路由流量

的主要功能外，设备还需要能够通过软件特性或添加的硬件模块带来的扩展能力，支持

语音、媒体和网关服务、应用优化和安全功能。

考虑到所有这些要求，Cisco 3925第二代集成多业务路由器（ISR G2）是WAN-25总部

路由器或地区汇聚站点的推荐选择。Cisco 3945 ISR G2则是WAN-75设计的推荐选择。

Cisco 3945和3925 ISR G2是灵活的模块化平台，支持高速路由和语音等其他服务，能

够满足总部和远程站点间的连接需求。

远程站点设计能够支持约25位使用电脑、IP电话和无线连接的用户。用户对于电子邮

件和其他应用、以及IP电话和互联网的访问通过广域网提供。在远程站点，局域网访

问交换机为IP电话和无线接入点提供了PoE支持，从而无需为每个设备提供单独的电

源连接。

另外，QoS和应用优化能够高效利用广域网带宽，从而可节约成本、提升性能。

Cisco ISR G2型号2911、2921和2951是可用于将远程站点连接回总部的推荐平台。所

有这三个平台都提供了集成多业务功能，可以通过语音网关功能支持从本地连接到公共

交换电话网络 （PSTN），并提供广域网应用优化、数据、语音和视频服务。

对于远程站点的局域网接入，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使用了Cisco Catalyst 2960-S、

Catalyst 3560-X或Catalyst 3750-X。每一个均支持简单网络访问和PoE。遵循易于使用

的原则，它们所采用的基本配置与总部局域网中部署的Cisco Catalyst 3750-X、3560-X

和2960-S交换机相同，这进一步降低了部署和运行成本。

对于远程站点的无线连接，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采用了Cisco 1140、1260和3500系

列无线接入点，并通过总部的无线控制器进行管理。

无线模块

基础设计包括有线和无线连接，以便允许用户在任意地点都能保持联网，从而提高效

率。此设计使用802.11 Wi-Fi技术来传输语音、数据和视频。无线设计支持802.11a/b/g/n，

能轻松从传统Wi-Fi网络升级到最高速度、性能最出色的基础设施。

传统无线网络设计使用自治或独立接入点（AP），每个接入点单独配置和管理。这种

方法很难监控整个网络，扩展网络规模和功能也较为困难。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中

无线网络的核心，是一个位于中央位置的无线局域网控制器（WLC），它可以通过扩

展，来支持企业所需的接入点和站点数目。

在无线网络设计中，思科建议使用5508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每个这种控制器能支

持多达500个无线接入点。为保持设计简单但永续、安全且可扩展，我们使用一对WLC

来支持访客流量，以及企业内部用户的数据和语音流量。通过身份验证允许员工访问

内部网络的相同接入点也为访客和合作伙伴提供网络接入。每个AP隧道通过一个安全

VLAN （VLAN）将无线访客的访问数据发送回WLC，无线访客的数据被交付至防火

墙，防火墙会阻止那些用户访问内部资产。如果需要，您可以添加更多WLC，来提供

更高可扩展性和永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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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局域网（WLAN）中所用的接入点是支持802.11a/b/g/n的Cisco 1140、1260和

3500系列轻型无线接入点。无线接入点的运行利用局域网交换机的PoE进行供电，无

需在每个安装地点都安装插座。总部和远程站点都使用相同的Cisco AP型号，以提供

标准、高效的设计。如果某个远程站点与总部WLC间的连接丢失，该站点的接入点仍

能以独立模式运行，在本地交换流量。

每个站点为数据、语音和访客接入采用相同的无线服务集标识符（SSID），从而简

化移动性。虽然SSID在网络中是通用的，但设计为远程站点本地的语音和数据交换

WLAN流量，来实现高效传输。该设计使用RADIUS身份验证提供对内部网络的访问。

访客WLAN则使用开放Web身份验证，提供有限期帐户访问控制。

服务器负载均衡模块

应用性能和可用性会直接影响员工的生产效率，以及企业的盈利能力。随着企业业务

运营的全球化，解决应用可用性和性能问题对于确保业务流程和目标的顺利实现日益

重要。

服务器负载均衡器（SLB）将负载在各个服务器间分担，来提高服务器对客户请求的

响应性，提高应用响应性和可用性，从而提高那些依赖网络应用来开展业务的企业的

生产率。

思科应用控制引擎（ACE）思科最新的SLB产品，用于第4层至第7层交换，还提供了

TCP进程卸载、安全套阶层（SSL）卸载，压缩，以及各种其他加速技术。我们建议在

IBA设计中使用Cisco ACE 4710设备。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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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在大量实例中实现某个设置或变量的标准化，能够降低复杂度，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状

况。随着网络日益复杂，企业纷纷努力简化运营，以降低风险和成本。在规模较小的机

构中，IT员工被要求成为多面手，他们可能上午需要处理局域网基础设施，下午则关注

互联网边缘，而晚上去解决一个广域网问题。使用通用管理员身份访问网络设备，或从

大量设备收集带有时间标记的统计数据，以便关联事件的能力，对于降低管理和监控网

络的难度十分重要。

网络平台部署指南全局配置模块提供了一种标准化方式，来保护网络设备接入、网络协

议设置和网络管理应用访问的基本功能，使您的企业受益。最终企业将获得一个部署和

管理更为简便的网络平台，将帮助您降低运营开支。

技术概述

对于人数较少的IT部门来说，管理局域网和广域网中的交换机及路由器网络、提供安全

保护和其它网络服务的网络设备和模块，以及IP电话等基于网络的用户服务是相当困难

的。实现通用设置、功能和服务标准化就能缩短修复时间，并且对新员工进行有关网络

运行的培训也更为轻松。

本模块为IBA智能业务平台中适用于多达2,500名用户的网络设计提供了思科IOS路由器

和交换机的设置建议。为提供统一、安全的网络设备访问，建议在网络中使用Secure 

Shell（SSH）协议。如果您需要通过浏览器进行访问，我们也同时支持HTTP和HTTPS

访问。向网络的DNS添加主机名和使用合格IP域名将能够简化访问设备的工作（无需记

住每一个设备的IP地址，后者可能在一定时间之后发生变化）。部分网络设备的运行需

要IP域名服务。最后，为减少有人查看配置表以了解密码的可能性，思科使用了密码加

密服务。

全局配置模块
当对网络中的事件或异常进行故障诊断时，重要的是能够将众多设备上的事件进行关

联。我们建议在网络基础架构中使用网络时间协议（NTP），因为它能为网络事件和纠

错日志提供统一、同步的时间标记。在网络设备日志中查看同一个时间点的能力将可帮

助更快速地解决问题。

该模块介绍了如何完成全局配置流程的每个步骤。

以下全局系统管理流程旨在简化和帮助保护您网络的管理。

技术提示

实际设置和数值取决于您目前的网络配置。请先反复评估特定模块的所有设置

和配置变更后再提交这些变更，以便您熟悉其内容和可能对网络造成的影响。

流程

应用全局配置

1. 设置设备主机名称

2. 创建本地登录和密码

3. 配置DNS进行主机查找

4. 启用NTP，设置本地时区

5. 启用管理访问

6. 启用SNMP用于管理

全局配置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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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name [hostname]

 

enable secret [password]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username [username] privilege 15 password [password]

 

ip name-server 10.10.48.10

 

ntp server 10.10.48.17
ntp update-calendar

clock timezone PST -8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步骤1：为了简化识别工作，需设置设备主机名。这一名称通常采用设备在DNS中的名

称减去域名后的部分。

启用密码（enable password）能保护对于设备配置模式的访问。通过启用密码加密，

您可以防止在配置文件中使用纯文本密码。

当启用密码加密时，确保遵循您的公司安全标准。

步骤1：设置enable密码和密码加密。

步骤2：为本地登录配置具有超级用户权限的证书。

注意：

虽然许多设备均提供有缺省配置和交互式设置对话，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

中的所有路由器和交换机均从空白进行配置，这可以通过首先运行“write 

erase”命令，再执行“reload”命令来实现。

程序1 设置设备主机名称

程序2 创建本地登录和密码

程序3 配置DNS进行主机查找

在思科IOS设备的命令行，如果能够输入一个域名而不是IP地址，将会很有帮助。

步骤1：采用该网络的DNS服务器的IP地址，配置命名服务器命令。

网络时间协议（NTP）用于同步网络中所有设备上的时间。

将网络设备同步至网络中的本地NTP服务器。

步骤1：启用NTP。

步骤2：为设备所在地设置本地时区。

技术提示

部分平台可能未提供ntp update-calendar命令。这一命令会定期更新设备的

板载硬件时钟。如果此命令不可用，可跳过该步骤，并不会导致严重影响。

程序4 启用NTP，设置本地时区

全局配置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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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domain-name [domain name] 

no ip http server 
ip http secure-server

ip ssh version 2

line vty 0 15 
  login local 
  transport input ssh

line vty 0 15 
  access-class 55 in 
access-list 55 permit 10.10.48.0 0.0.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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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启用HTTPS访问，您可以支持使用基于Web的安全GUI和管理界面。思科建议为网

络设备的远程控制台管理使用安全外壳（SSH）协议。SSH建立了一个安全链路，可

防止敏感数据以人们可阅读的明文形式在网络中传输。

步骤1：配置IP域名。该域名必须在配置SSH之前定义。

步骤2：启用HTTP（S）接入并禁用HTTP接入。当您配置ip http secure-server时，您

会自动生成RSA密钥，它们也用于SSH。

步骤3：设置SSH为版本2，以获得比版本1更高的安全性。

步骤4：确保身份验证可使用在设备上配置的本地帐户，或使用网络中身份验证服务器

上的帐户。启用远程SSH登录。

程序5 启用管理访问

技术提示

存在终端和Web访问方法的安全版本，应尽可能使用它们（例如用SSH来取代

Telnet、用HTTPS来取代HTTP）。如果您只是需要安全访问交换机Web界面，

则发出“no ip http server”命令。

步骤5：（可选）您可以使用访问列表来限制能够访问设备的网络。在本例中，仅

10.10.48.0/24网络上的设备可以通过SSH访问设备。

选项1. 基本接入

步骤1：定义一个只读和一个读写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 community，用于网络

管理。在本示例中，只读community为cisco，读写community为cisco123。

本部署指南中所使用的所有IP地址、VLAN编号和其它特定数值都仅用于举例

说明作用。

全局配置模块2012年上半年

技术提示

程序6 启用SNMP用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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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55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55
access-list 55 permit 10.10.48.0 0.0.0.255

选项2. 更安全的访问

步骤1：使用SNMP服务器上的访问列表来限制能够访问设备的网络。在本例中，仅

10.10.48.0/24网络上的设备可以通过SSH访问设备。

IP子网和VLAN分配

在您查看配置指南时，您可能注意到了第二个八位字节的差异。第二个八位字节的地址

是根据该配置所属的设计来分配的：

● 6和7属于Midsize-500设计

● 8和9属于Midsize-1000设计

● 10和11属于Midsize-2500设计

第三个八位字节在不同设计间保持相同。例如，10.x.48.0子网始终为服务器机房子网。

对于总部（HQ）局域网而言，将VLAN编号与IP子网匹配对应，能够简化VLAN配置。

在此部署指南中，为便于参照，我们使用了IP地址中的第三个8位字节并添加了100来

确定VLAN编号。添加100可防止VLAN编号为1或0（这会导致某些设备出现问题），

同时使VLAN ID易于记忆。

技术提示

在本设计中，有多种类型的组件，包括交换机、路由器、各种设备和模块等。

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都依靠命令行界面（CLI）进行初始引导和启动和配置。一

旦它们通过初始引导配置启动并运行后，许多产品还提供了GUI。初始引导设置

后每个设备能够通过GUI进行配置的程度因产品而异。

表1. 总部VLAN 

VLAN
编号

用途 IP子网： 
Midsize-2500

IP子网： 
Midsize-1000

IP子网： 
Midsize-600

100 总部有线数据A 10.10.0.0/24 10.8.0.0/24 10.6.0.0/24

102 总部有线语音A 10.10.2.0/24 10.8.2.0/24 10.6.2.0/24

104 总部有线数据B 10.10.4.0/24 10.8.4.0/24 10.6.4.0/24

106 总部有线语音B 10.10.6.0/24 10.8.6.0/24 10.6.6.0/24

115 总部管理 10.10.15.0/25 10.8.15.0/25 10.6.15.0/25

116 总部无线数据 10.10.16.0/22 10.8.16.0/22 10.6.16.0/22

120 总部无线语音 10.10.20.0/22 10.8.20.0/22 10.6.20.0/22

127 互联网边缘 10.10.27.0/25 10.8.27.0/25 10.6.27.0/25

无 远程接入VPN 10.10.28.0/23 10.8.28.0/23 10.6.28.0/23

132 广域网路由 10.10.32.0/24 10.8.32.0/24 10.6.32.0/24

148 服务器机房 10.10.48.0/24 10.8.48.0/24 10.6.48.0/24

149 服务器机房 10.10.49.0/24 10.8.49.0/24 10.6.49.0/24

150 服务器机房；

局域网和广域网

基础设施

10.10.50.0/24 10.8.50.0/24 10.6.50.0/24

153 安全服务器

机房外部

10.10.53.0/24 10.8.53.0/24 10.6.53.0/24

154 安全服务器

机房内部

10.10.54.0/24 10.8.54.0/24 10.6.54.0/24

155 安全服务器

机房内部

10.10.55.0/24 10.8.55.0/24 10.6.55.0/24

无 远程站点 10.11.0.0/16 10.9.0.0/16 10.7.0.0/16

全局配置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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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DMZ和访客无线局域网以不同的地址范围进行分配，因此他们位于承载内部局

域网的汇总网络范围以外，从而减少防火墙因为错误配置而无意间允许本应拒绝的流量

的可能性。

对于远程站点，相同的VLAN编号可应用于所有站点，但IP子网编号需保持唯一。这可

以支持采用基于模板的配置方法来配置交换机和路由器接口，进而简化运营。VLAN编

号在VLAN 64和70范围内；远程站点共分配有8个/24 IP子网，以便为管理、数据和语

音子网提供充足的空间，同时仍可为应用特定子网提供充足的空间。

表2. 访客和DMZ VLAN

如需了解关于为远程站点分配IP子网编号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广域网

模块”一章中的“配置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流程。

用途 Midsize-2500：

IP子网

Midsize-2500：

VLAN

Midsize-1000：

IP子网

Midsize-1000：

VLAN

Midsize-500：

IP子网

Midsize-500：

VLAN

互联网DMZ 192.168.64.0/24 1164 192.168.48.0/24 1148 192.168.32.0/22 1132

访客无线 192.168.76.0/22 1176 192.168.60.0/22 1160 192.168.44.0/22 1144

全局配置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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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局域网是为一层楼或一座建筑物中的最终用户和设备提供有线和无线网络通信服务及资

源的网络基础设施。在当前时代，联网用户需要通过网络访问应用和信息，籍此来帮助

他们完成工作、开发新理念和与客户沟通等，局域网是他们访问所有信息的接入点。

局域网模块旨在简化选择产品构建网络的过程，为实现用户连接提供指导，并创建一

个能够支持联网用户的网络。用户的生产率取决于能否连接他们开展工作所需的应用

和信息。存储在网络中的应用和信息需要网络永续性和易于访问性，它们正是企业成

功的关键。

局域网模块部分提供了说明性指导，列举了扩建网络核心层、客户端接入层和服务器群

的最佳实践，它们的作用分别为实现所有组件的互联、提供简单安全的网络接入以及存

储应用和数据。这一说明性指导既通过构建一个强大的网络基础缩短了您实施新网络和

解决方案所需的时间，而且您也可以对它进行定制，以满足企业的独特需求。

技术概述

局域网模块部分提供的设计能够支持一座或一群建筑物中设备间的通信，同时互连到广

域网和互联网模块。

具体来说，该模块向您介绍了如何部署网络基础和服务，以提供： 
● 最多2500名联网用户的局域网连接。

● 用于骨干网互连的局域网核心层设计。

● 员工有线网络接入。

● 用于应用服务的服务器机房连接。

● 用于语音、视频和无线服务的有线基础设施。

局域网模块
本设计采用双层设计模式，将其划分为模块化群组或层。通过将设计划分为多个层，使

每一层可以重点提供某些功能，这简化了整体设计方案以及部署和管理。在扁平或网状

网络架构中，变化很容易对大量系统造成影响。而层级式设计有助于将变化的影响限制

在子网中，使其易于管理并提高了永续性。

图1. 局域网层次化设计

 

如图2所示，本设计包括三个层： 
● 核心层——总部局域网的中央汇聚点

● 客户端接入层——提供用户/终端的访问

● 服务器机房层——为本地应用服务器提供连接

这三个层—核心层、接入层和服务器机房—每个都为网络提供不同功能。较大型的企业

能够通过增加一个分布层或汇聚层来扩展网络层。根据中小企业设计的目标规模，以及

此类规模局域网中的典型连接情况，该设计将使用两个网络层和服务器机房层。

服务器机房

核心/

分布层

客户端

接入层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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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站点局域网将使用与总部相同的接入层功能，使得所有地点的设计与功能均实现标

准化。

局域网核心层

业务概述

在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设计中，总部或中央站点局域网的

核心层是用户与应用或互联网间所有通信的中心，无论用户位于总部还是远程站点，

或者是连接到远程接入VPN，均是如此。鉴于核心层局域网对于企业整体IT运营的重要

性，其设计必须永续，以确保网络的可用性，又必须具备可扩展性，能够随着企业的发

展不断进行扩展。

局域网核心层中使用的设计和组件必须能够为您企业中的信息传输提供强大基础。设计

必须简单，以在不影响永续性和可扩展性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和复杂性，并最大限度降

低维护和故障排除挑战。

技术概述

局域网核心层是网络中所有模块的通信中枢，因此它也就成为设计中最重要的模块之

一。IBA设计提供了三个选项： 
● 最多支持600位用户的部署，采用永续核心层堆叠设计，使用Cisco Catalyst 3750交

换机。

● 支持1000位用户的部署，采用一个配备双管理引擎模块的永续Cisco Catalyst 

4507R+E机箱

● 支持最多2500位用户客户的部署，使用一对Cisco 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采用

VS-720管理引擎刀片，以高度可用的VSS 1440进行配置。

层级式设计支持网络扩展。分布层/核心层为客户端接入层提供汇聚和其他服务，如第

三层IP路由和IP默认网关服务等。当需要更大规模时，一个专用的核心层为大型局域网

提供第三层骨干网连接。如图3所示，通过将核心层与分布层分离，双层模式就可以扩

展为三层，使该设计能随着企业需求的提高而扩展。

图3. 可扩展的局域网设计

 

IBA设计与传统的三层核心/分布/接入层局域网模式不同，具有多项优势。如图4所示，

永续核心层设计与传统设计相比的主要改变位于网络核心层：

● 设计使用了一个永续核心来提供综合的分布层和核心层服务，而不是使用一对独立的

核心层设备。

● 从物理角度来说，核心层可以是一个Cisco Catalyst 3750交换机堆叠或一个具有高可

用性的Cisco Catalyst 4507R交换机，或者一对Cisco Catalyst 6500 VSS系统。

● 虽然从配置和网络中的其他设备来看，核心层是单一设备，但实际上它采用完全永续

的设计。

● Cisco Catalyst 3750堆叠为Cisco StackWise堆叠中的每个交换机都提供了独立的处

理器，并未堆叠提供了永续的电源。

● Cisco Catalyst 4507R交换机具有双管理引擎、线路卡和电源。

● Cisco Catalyst 6500 VSS具有双机箱、管理引擎、线路卡和电源。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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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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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局域网核心层

在IBA局域网设计中，无需中断运行，只通过向Cisco Catalyst 4507R或6500交换机添

加线卡或向Cisco Catalyst 3750堆叠添加交换机，就能轻松进行扩展。

传统局域网设计与永续核心设计的区别

在图5所示的传统双核心设计中，每个接入层交换机到每个核心层交换机之间都有一条

上行链路。

图5. 传统局域网设计

为避免生成树协议（STP）恢复时间过长，可以将VLAN从接入层移动到核心层，不在

两个核心层交换机之间提供VLAN中继连接，这样就构成了一个“V”型设计，无环路

拓扑结构。

该设计能够更快地从故障中恢复，但它需要为每个接入层交换机配置一个单独的

VLAN，而且不允许该VLAN在除局域网意外的任何地方存在。在过去这种解决方案是

可以接受的。当今的网络拥有语音和数据VLAN，可支持有线和无线流量。再加上安全

和网络管理所需要的VLAN，需要配置的VLAN和子网的数量将十分庞大。为每个接入

交换机配置大量唯一的VLAN和IP子网会增加管理难度，从而难以对IP地址进行规划，

同时加剧设计复杂性。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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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局域网设计中为多个接入层交换机使用同一VLAN，则网络必须依赖STP来防止拓

扑中出现第二层环路。STP有两个主要缺陷： 
● 与其它技术相比，它的恢复速度较慢。

● 为防止环路，它必须堵塞来自接入层的一条千兆以太网链路，这就将可用带宽减少了

一半，如图6所示。

图6. 在接入层交换机之间支持HSRP和VLAN的传统环路设计

IPv4客户端每个子网仅支持一个缺省网关。为使这个单一IP网关地址高度可用，思科使

用了第一跳冗余协议（FHRP）来确保网关IP地址位于活跃的交换机上。

热备用路由器协议（HSRP）、网关负载均衡协议（GLBP）和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

（VRRP）是您可用于提供IP网关冗余性的FHRP。
● HSRP和VRRP是最常用的FHRP，但它们只允许一个子网上的主机一次仅与一个交换

机通信，因此连接核心层的冗余链路不传输任何流量。

● GLBP是一种较为新型的协议，支持一定程度的负载均衡，将来自客户端的输出流量

分摊到多个核心层交换机。返回流量通常从数量上来说占数据的绝大多数，它更加难

以控制并且可能无法进行负载均衡，因此从负载均衡中获得的优势很少。因为流量的

确定性更低，所以与更简单的FHRP相比它更加难以进行故障排除。

永续核心层的优势

在永续核心层模式中，从核心层到接入层看似只有单一链路。从接入层到核心层的上行

链路作为一个以太网链路捆绑链路，为了实现更好的弹性，链路在两台6500 VSS交换

机间实现链路捆绑，如果核心层部署的是Cisco Catalyst 4507R交换机，则该捆绑链路

在多个板卡间实现，如果核心层部署的是Cisco Catalyst 3750交换机堆叠，则该捆绑链

路在多个交换机间实现。

图7. IBA局域网设计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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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核心层到每个接入层交换机只有单一逻辑链路，形成了星形拓扑，因此不会再出现

环路拓扑结构。使用无环路拓扑：

● 不会有故障需要STP重收敛，因此恢复速度加快。

● 不会出现上行链路阻塞的情况。

● 以太通道对从接入层交换机到核心层的两条链路进行负载均衡，因此输入和输出数据

由链路共同传输，提高了链路利用效率。

● 通过将以太通道中链路数目增加到4或8条千兆链路，或在需要时使用10条千兆链

路，能够提高到接入层或服务器机房的带宽。

● 对接入层的每个VLAN来说，核心层仅有一个逻辑接口。这使得无需再运行FHRP，

同时丝毫不会影响客户端IP网关的可用性，从而可以降低配置复杂性。

● 如果接入层配线间较大，需要多个交换机，您可以将交换机堆叠，上联端口可以和核

心网交换机实现跨交换机的以太网链路捆绑，最大限度地降低某个交换机或链路发生

故障时的影响。

● 核心层设计可以将局域网从几百个用户扩展到2500个用户。较小的局域网可以采用

少量的接入层交换机，您可以使用Cisco Catalyst 3750堆叠。随着局域网的增长，或

者对于具有多大1000个用户的网络，您可以使用Cisco Catalyst 4507R交换机。如果

是中等规模的网络，且需要最高级别的可用性，或者需要增加到2500个用户，那么

您可以选择使用Cisco Catalyst 6500 VSS。

● 服务器机房交换机能够进行堆叠或独立部署，并和接入层交换机一样，通过以太通道

上行链路连接到核心层。

● 要通过“NIC组合”（802.3ad端口通道）实现高可用性和负载均衡，服务器可以通过

两条链路连接两个独立交换机，或连接到堆叠中的独立成员交换机。

读者提示

本节仅包括针对核心层的配置。如需了解关于全局配置的详情，请参见

本指南中的全局配置模块一节。

部署详情

与传统的双核心设计相比，单一永续核心层逻辑设计简化了交换机配置。

在配置交换机功能和服务前，不同的核心层平台需要进行一次性初始配置。请为您选择

的核心交换机执行相应的特定平台配置。

流程

配置局域网核心层

 1. 应用特定平台的配置

 2. 设置局域网核心全局配置

 3. 配置VLAN中继协议

 4. 配置生成树

 5. 启用单向链路检测

 6. 配置以太网负载均衡

 7. 配置带内管理

 8. 配置IP路由

 9. 配置VLAN跳跃攻击抑制

 10. 配置局域网核心IP组播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程序1 应用特定平台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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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config t 
Router#(config)#hostname VSS-Sw1 

Router#config t 
Router#(config)#hostname VSS-Sw2 

VSS-Sw1(config)#interface port-channel 101 
VSS-Sw1(config-if)#switch virtual link 1 
VSS-Sw1(config-if)#no shutdown 
VSS-Sw1(config)#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 5/4-5 
VSS-Sw1(config-if)#channel-group 101 mode on 
VSS-Sw1(config-if)#no shutdown 

选项1. Cisco Catalyst 6500虚拟交换系统1440 

Cisco Catalyst 6500虚拟交换系统1440将两个各带一个管理引擎的物理6500交换机以

集群方式配置为单一逻辑交换机。其中一个管理引擎作为这两个机箱的主用控制平面，

控制增强型IGRP （EIGRP）、STP、思科发现协议（CDP）等协议，这两个管理引擎

在各自机箱中主动交换分组。

在设置Cisco Catalyst 6500 虚拟交换系统1440时，连接机箱间的两条万兆以太网链

路，提供虚拟交换机链路（VSL）。至少要使用两条链路，但对于能使用哪些万兆以

太网接口支持VSL有限制。本设计使用每个管理引擎上的两个万兆以太网接口，在配置

VSS前必须将接口连线。

步骤1：通过在每个交换机上配置主机名称开始从独立6500到VSS的转换。

在Catalyst 6500独立交换机1上： 

在Catalyst 6500独立交换机2上： 

读者提示

以下示例向您展示了如何在两个新的未配置的机箱之间配置VSS。如需了解

关于将交换机从现有服务中双机箱模式迁移至VSS系统的信息，请访问http://

www.cisco.com，并搜索将独立Cisco Catalyst 6500交换机迁移至Cisco 

Catalyst 6500虚拟交换系统。

如需深入了解VSS配置指南和配置选项，请访问http://www.cisco.com，并搜索

“园区3.0虚拟交换系统设计指南”。

图8. VSS域

步骤2：配置VSL。

VSL是VSS的一个关键组件。由于这两个交换机最终将会成为单一逻辑交换机，所以即

使它们相互连接，仍要在每个交换机上使用唯一的端口通道编号。此例中使用交换机1

上的端口通道101和交换机2上的端口通道102。至于VSL以太通道的物理接口，本例中

使用管理引擎上的万兆以太网接口。

在独立交换机1上： 

技术提示

必须为每个VSS交换机对分配一个供这两个交换机共享的独特域。本例中使

用域100。在域中，每个交换机也有一个独特编号，即交换机1或交换机2。

VSL 10GbE EtherChannel Switch #2 Switch #1 Virtual Switch Domain 100 

在独立交换机1上： 

VSS-Sw1（config）#switch virtual domain 100 

VSS-Sw1（config-vs-domain）# switch 1 

在独立交换机2上： 

VSS-Sw2（config）#switch virtual domain 100 

VSS-Sw2（config-vs-domain）# switch 2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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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S-Sw2(config)#interface port-channel 102 
VSS-Sw2(config-if)#switch virtual link 2 
VSS-Sw2(config-if)#no shutdown 
VSS-Sw2(config)#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 5/4-5 
VSS-Sw2(config-if)#channel-group 102 mode on 
VSS-Sw2(config-if)#no shutdown 

VSS-Sw1# show etherchannel 101 port 
VSS-Sw2# show etherchannel 102 port 
Ports in the group: 
------------------- 
Port: Te5/4 
------------ 
Port state = Up Mstr In-Bndl 
Port: Te5/5 
------------ 
Port state = Up Mstr In-Bndl 

VSS-Sw1# switch convert mode virtual 
VSS-Sw2# switch convert mode virtual 

VSS-Sw1#show switch virtual redundancy 

VSS-Sw1(config)#hostname 6500VSS 
6500VSS(config)#

在独立交换机2上： 

此时，您应该能够看到端口通道101和102已启用，两条链路也都已处于活动状态，但

交换机还不是VSS模式。

步骤3：将每台交换机都转换为虚拟模式运行。在每个交换机上的启用提示（不在配置

模式中）中，运行以下命令： 

步骤4：当您被问到是否需要继续时，回答yes（是）。

每个交换机现在对接口重编号，从接口y/z（y为插槽号，z为接口号）变为接口x/y/z

（x为交换机号，y为该交换机中的模块号，z为该模块上的接口号）。这种编号机制使

得这两个机箱能使用单一管理引擎，即支持主用控制平面的管理引擎，作为单一系统编

址和配置。

步骤5：当提示您将配置保存至启动闪存时，在每个交换机上按Enter接受目的地文件名

和位置。

这两个交换机重启，成为一个VSS，其中一个交换机解析为VSS集群的主用管理引擎。

现在，所有配置命令都必须在单一主用交换机控制台上输入，备用交换机控制台显示待

机提示。

步骤6：为了检查两个交换机已相互识别，都处于状态化故障切换（SSO）模式，并且

第二个管理引擎处于热备用状态，请输入以下命令。

步骤7：为确认两个Catalyst 6500交换机现在已作为单一VSS系统运行，请重新命名交

换机主机名称。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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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VSS(config)# switch virtual domain 100 
6500-VSS(config-vs-domain)# mac-address use-virtual 
Configured Router mac address is different from operational 
value. Change will take effect after config is saved and 
the entire Virtual Switching System (Active and Standby) is 
reloaded.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reload 

步骤8：为配置双主用检测，使用每个VSS交换机上的一个千兆以太网接口，并将它们

以背对背方式连线（类似于VSL链路）。

Cisco Catalyst 6500 VSS 1440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一个管理引擎处于主用状态，为两

个交换机提供控制平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各自机箱中，每个管理引擎都是主动的，从

输入接口到输出接口交换数据分组，但只有一个管理引擎能用于EIGRP、STP以及控制

平面等。VSL使这两个管理引擎保持同步。

如果所有VSL被切断，或者两个管理引擎都变为主动，则前一个主动管理引擎会关闭其

所有接口，备用管理引擎变为主动。

共有三种检测这种双主用状态的方法： 
● 以太网快速问候（VSLP）分组模式链路

● 邻接交换机与VSS之间的端口汇聚协议（PAgP）问候

● 在管理引擎之间配置双向转发检测（BFD）

本设计采用了快速问候（VSLP）分组模式链路来检测双主用状态。该链路不需要高带

宽，因为它只是一条传输控制平面问候信息的检测链路。

图1. VSLP

VSL 10GbE EtherChannel VSLP Dual-Active Detect Link Hot Standby Active 

VSS6500（config）# switch virtual domain 100 

VSS6500（config-vs-domain）#dual-active detection fast-hello 

VSS6500（config）#interface range gigabit1/1/8, gigabit2/1/8 

VSS6500（config-if-range）#dual-active fast-hello 

VSS6500（config-if-range）#no shutdown 

*Feb 25 14:28:39.294:%VSDA-SW2_SPSTBY-5-LINK_UP:

接口Gi2/1/8现在能检测双主用状态

*Feb 25 14:28:39.323:%VSDA-SW1_SP-5-LINK_UP:

接口Gi1/1/8现在能检测双主用状态

步骤9：为VSS系统设置一个虚拟MAC地址，以便即使系统重启，无论哪个管理引擎成

为主用管理引擎，它均会使用相同的MAC地址池。

步骤10：保存正在运行的配置，然后重启整个系统（包括两个机箱）。

这次重启后，交换机初始化时，VSS编程完成。

技术提示

在默认状态下，VSS系统使用分配给交换机初始化时指定为主用交换机的默认

机箱MAC地址池。尽管在主用管理引擎切换到备用管理引擎时，MAC地址不

变，但最好能避免没有理由的联网设备地址解析协议（ARP）升级。如果两个

交换机同时重启，原来的备用管理引擎先恢复，成为主用管理引擎，则它使用

分配给那一交换机的MAC地址池。

     （已配置的路由器MAC与运行值不同。在保存配置且整个虚拟交换系

统（包括主用和备用交换机）重启后，变更将生效。）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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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s qos 
mls qos map cos-dscp 0 8 16 24 32 46 48 56 
!
macro name EgressQoS 
mls qos trust dscp 
wrr-queue queue-limit 10 25 10 10 10 10 10 
wrr-queue bandwidth 1 25 4 10 10 10 10 
priority-queue queue-limit 15 
wrr-queue random-detect 1 
wrr-queue random-detect 2 
wrr-queue random-detect 3 
wrr-queue random-detect 4 
wrr-queue random-detect 5 
wrr-queue random-detect 6 
wrr-queue random-detect 7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1 100 10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in-threshold 1 80 10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2 100 10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in-threshold 2 80 10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3 80 9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in-threshold 3 70 80 9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in-threshold 4 70 80 9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4 80 9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in-threshold 5 70 80 9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5 80 9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in-threshold 6 70 80 9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6 80 9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in-threshold 7 60 70 80 9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7 70 80 90 100 
mls qos queue-mode mode-dscp 
wrr-queue dscp-map 1 1 8 
wrr-queue dscp-map 2 1 0 
wrr-queue dscp-map 3 1 14 
wrr-queue dscp-map 3 2 12 
wrr-queue dscp-map 3 3 10 
wrr-queue dscp-map 4 1 22 
wrr-queue dscp-map 4 2 20 
wrr-queue dscp-map 4 3 18 
wrr-queue dscp-map 5 1 30 
wrr-queue dscp-map 5 2 28 
wrr-queue dscp-map 5 3 26 
wrr-queue dscp-map 6 1 38 
wrr-queue dscp-map 6 2 36 
wrr-queue dscp-map 6 3 34 
wrr-queue dscp-map 7 1 16 
wrr-queue dscp-map 7 2 24 
wrr-queue dscp-map 7 3 48 
wrr-queue dscp-map 7 4 56 
priority-queue dscp-map 1 32 40 46 
@
macro name EgressQoS-Gig 
mls qos trust dscp 
wrr-queue queue-limit 20 25 40 
priority-queue queue-limit 15 
wrr-queue bandwidth 5 25 40 
wrr-queue random-detect 1 

步骤11：全局启用QoS，将全局默认服务类别（CoS）修改为差分服务代码点（DSCP）

映射。

技术提示

在Catalyst 6500系列交换机上，全局启用QoS，主要在端口级配置。当您使

用mls qos命令启用QoS时，所有接口上都启用默认队列，且它们被认为不可

信。分布层中的所有连接都配置为信任DSCP。

即使本设计被配置为信任DSCP标记，最好也要确保CoS正确映射到用于

IP语音（VoIP）的DSCP。这一映射通过将CoS 5“语音承载流量”的默认

映射DSCP 40更改为DSCP 46，即用于语音的逐跳快速转发（Expedited 

Forwarding）行为来实现。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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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r-queue random-detect 2 
wrr-queue random-detect 3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in-threshold 1 8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in-threshold 2 8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3 70 80 90 100 100 100 
100 100
wrr-queue random-detect min-threshold 3 60 70 80 90 100 100 
100 100
wrr-queue cos-map 1 1 1 
wrr-queue cos-map 2 1 0 
wrr-queue cos-map 3 1 2 
wrr-queue cos-map 3 2 3 
wrr-queue cos-map 3 3 6 
wrr-queue cos-map 3 4 7 
priority-queue cos-map 1 4 5 
@

class-map match-any VOIP_DATA_CLASS 
match cos 5 
class-map match-any VOIP_SIGNAL_CLASS 
match cos 3 
!
policy-map CISCOPHONE-POLICY 
class VOIP_DATA_CLASS 
set dscp ef 
police 128k bc 800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drop 
class VOIP_SIGNAL_CLASS 
set dscp cs3 
police 32k bc 800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drop 
class class-default 
set dscp default 
police 10m bc 800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set-dscp-transmit cs1 
!
class-map match-any PRIORITY-QUEUE 
match dscp ef 
match dscp cs5 
match dscp cs4 
class-map match-any CONTROL-MGMT-QUEUE 
match dscp cs7 
match dscp cs6 
match dscp cs3 
match dscp cs2 
class-map match-any MULTIMEDIA-CONFERENCING-QUEUE 
match dscp af41 af42 af43 
class-map match-any MULTIMEDIA-STREAMING-QUEUE 
match dscp af31 af32 af33 
class-map match-any TRANSACTIONAL-DATA-QUEUE 
match dscp af21 af22 af23 
class-map match-any BULK-DATA-QUEUE 
match dscp af11 af12 af13 
class-map match-any SCAVENGER-QUEUE 
match dscp cs1 
policy-map 1P7Q1T 
class PRIORITY-QUEUE 
priority 
class CONTROL-MGMT-QUEUE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0 
class MULTIMEDIA-CONFERENCING-QUEUE 

选项2. 思科Catalyst 4507R+E平台

步骤1：为了简化QoS的一致部署，为每个平台定义两个宏，供您在后续流程中应用平

台特定的QoS配置时使用。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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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0 
class MULTIMEDIA-STREAMING-QUEUE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0 
class TRANSACTIONAL-DATA-QUEUE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0 
dbl 
class BULK-DATA-QUEUE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4 
dbl 
class SCAVENGER-QUEUE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25 
dbl 
!
macro name AccessEdgeQoS 
qos trust device cisco-phone 
service-policy input CISCOPHONE-POLICY 
service-policy output 1P7Q1T 
@
! 
macro name EgressQoS 
service-policy output 1P7Q1T 
@ 

redundancy 
mode sso

switch [switch number] priority 15 

stack-mac persistent timer 0 

mls qos map policed-dscp 0 10 18 to 8 
mls qos map cos-dscp 0 8 16 24 32 46 48 56 
mls qos srr-queue input bandwidth 70 30 
mls qos srr-queue input threshold 1 80 90 
mls qos srr-queue input priority-queue 2 bandwidth 30 
mls qos srr-queue input cos-map queue 1 threshold 2 3 
mls qos srr-queue input cos-map queue 1 threshold 3 6 7 
mls qos srr-queue input cos-map queue 2 threshold 1 4 
mls qos srr-queue input dscp-map queue 1 threshold 2 24 
mls qos srr-queue input dscp-map queue 1 threshold 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ls qos srr-queue input dscp-map queue 1 threshold 3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ls qos srr-queue in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3 32 33 40 
41 42 43 44 45
mls qos srr-queue in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3 46 47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1 threshold 3 4 5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2 threshold 1 2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2 threshold 2 3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2：当您采用两个Supervisor 7-E来配置Catalyst 4507R+E时，则配置该交换

机，当主用管理引擎功能在两个模块间切换时，使用状态化故障切换（SSO）。为

实现快速、透明的数据平面故障切换，SSO在管理引擎模块之间同步活动进程信息

和配置信息。

选项3. Cisco Catalyst 3750核心层平台

当一个堆叠中配置了多个交换机时，其中一个交换机控制整个堆叠的运行，称为堆叠主

交换机。当有三个或更多交换机配置为一个堆叠时，将一个没有配置上行链路的交换机

配置为堆叠主交换机。

步骤1：要设置堆叠主交换机，请运行以下命令。

步骤2：当堆叠主交换机发生故障，默认行为是为新近处于活动状态的堆叠主交换机分

配一个新的堆叠MAC地址。由于链路汇聚控制协议（LACP）和其他许多协议均使用堆

叠MAC地址且必须重启，这个分配的新MAC地址会导致网络重新收敛。使用stack-mac 

persistent timer 0命令，确保故障后，原来的主MAC地址仍是堆叠MAC地址。

步骤3：由于本设备上可能没有配置AutoQoS，所以请输入以下命令，手动配置全局

QoS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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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2 threshold 3 6 7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3 threshold 3 0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4 threshold 3 1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1 threshold 3 32 33 40 
41 42 43 44 45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1 threshold 3 46 47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1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1 26 27 28 
29 30 31 34 35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1 36 37 38 
39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2 24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3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3 threshold 3 0 1 2 3 
4 5 6 7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4 threshold 1 8 9 11 
13 15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4 threshold 2 10 12 14 
mls qos queue-set output 1 threshold 1 100 100 50 200 
mls qos queue-set output 1 threshold 2 125 125 100 400 
mls qos queue-set output 1 threshold 3 100 100 100 400 
mls qos queue-set output 1 threshold 4 60 150 50 200 
mls qos queue-set output 1 buffers 15 25 40 20 
mls qos 
!
macro name EgressQoS 
mls qos trust dscp 
queue-set 2 
srr-queue bandwidth share 1 30 35 5 
priority-queue out 
@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0.10.0.1 10.10.0.10 
ip dhcp pool access 
network 10.10.0.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0.10.0.1 
domain-name [cisco.local] 
dns-server [DNS server IP]

 

 

vtp mode trans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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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可选）配置IOS DHCP服务器。如果没有外部服务器来进行地址分配，而您

希望在核心层交换机上运行一个IOS DHCP服务器，请输入以下命令。

步骤1：要支持诸如局域网接入交换机的管理访问和网络时间配置等基础设施要求，请

应用在本指南前面的全局配置模块一节中所描述的配置。

VLAN中继协议（VTP）允许网络管理员在网络中的某个位置配置一个VLAN，并将此

配置动态传播到其他网络设备。然而，在IBA设计中，VLAN只在交换机设置期间定义

一次，之后几乎不进行修改。与在网络中动态传播VLAN信息的优势相比，因操作错误

而发生意外行为带来的风险更大。

步骤1：将交换机设置为忽略VTP自动配置。

技术提示

以下配置示例能防止IOS DHCP服务器为网络10.10.0.0/24分配地址1-10。

程序2 设置局域网核心全局配置

程序3 配置VLAN中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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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ning-tree mode rapid-pvst 
spanning-tree vlan 4-4094 root primary

 

udld enable 

 

port-channel load-balance src-dst-ip

 

interface Loopback1 
  ip address 10.10.15.254 255.255.255.255

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1
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1
ntp source Loopback1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虽然此架构没有任何第二层环路，您仍必须启用生成树。通过启用生成树，您能够确保

如果意外配置了任何物理或逻辑环路，在实际拓扑中也不会出现第二层环路。与传统的

生成树（802.1D）相比，快速每VLAN生成树Plus （Rapid PVST+）大大提高了检测间

接故障或链接恢复事件的能力。

步骤1：启用快速PVST+，并将核心交换机设置为用于整个VLAN范围的生成树根。

单向链路检测协议（UDLD）是一个第二层协议，使通过光纤或双绞线以太网电缆相连

的设备能够监控电缆的物理配置，并检测是否存在单向链路。当UDLD发现单向链路

时，它会禁用受影响的接口并向您报警。

步骤1：启用UDLD。

程序4 配置生成树

程序5 启用单向链路检测

程序6 配置以太网负载均衡

您应当以近似的方式来配置所有局域网交换机，以便对以太通道成员链路间流量负载共

享的方法规范化，

步骤1：将交换机配置为在计算通过哪条链路发送流量时使用流量源和目的地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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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使用从核心层交换机向网络其余部分汇总的管理IP地址块中的地址配置回环接

口。使用一个32位地址（主机）掩码。

步骤2：将管理和基础设施服务配置为将回环接口作为其源地址。

程序7 配置带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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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routing 

	

router eigrp 1 
network 10.10.0.0 0.1.255.255 

  no auto-summary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eigrp router-id 10.10.15.254 
nsf 

	 	

 

vlan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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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RP是本设计中使用的IP路由协议，这是因为它易于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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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启用IP路由。

步骤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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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3：禁用IP网络的自动汇总功能，并将所有路由链路缺省配置为被动属性。

步骤4：为确保最高永续性，将交换机配置为将Loopback 1 IP地址用于EIGRP路由器ID。

程序8 配置IP路由 程序9 配置VLAN跳跃攻击抑制

技术提示

Cisco Catalyst 6500不需要使用ip routing命令，它在该平台上默认启用。

技术提示

确认在您的EIGRP路由实例中没有配置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此命令可能由于平台许可变化已进行了自动配置。

虽然可能性很小，但存在着攻击者创建一个双802.1Q 封装分组的可能性。如果攻击者

详细了解802.1Q本地VLAN，那么能够创建一个分组，当它交换到无标记本地VLAN上

时，第一个或最外面的标记被删除。当该分组到达目标交换机时，内部或第二个标记将

被处理，这个有潜在恶意的分组则交换到目标VLAN中。

初看上去，这似乎是一项严重的威胁。但这一攻击中的流量是单向的，该机制不会交换

返回流量。而且，除非攻击者知道本地VLAN ID，否则无法进行此攻击。消除这一攻击

类型远程风险的简单办法是在从接入层到核心层的所有交换机到交换机802.1Q中继链路

上配置一个不使用的VLAN。

步骤1：为本机VLAN定义一个难以猜测、未使用的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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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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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等待音乐和IP视频广播流是两个IP组播应用的范例。

在本设计中，您将实施一个基本稀疏模式组播配置，并可通过额外的配置对其进行增

强，以支持Anycast RP。Anycast RP为创造一个高度永续的多站点汇聚点（RP）环境

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可扩展的方式。

VLAN跳跃攻击抑制必须应用于所有交换机下行链路。

技术提示

程序10 配置局域网核心IP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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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multicast-routing 

	

interface loopback 2 
  ip address 10.10.15.252 255.255.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ip pim rp-address 10.10.15.252 10 
access-list 10 permit 239.1.0.0 0.0.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1：启用IP组播路由

在全局配置模式下，必须在平台上启用IP组播路由。

步骤2：配置一个组播汇聚点 

汇聚点地址被指定给一个回环接口，与管理接口类似。 

步3：定义组播汇聚点和组播子网。

每个第三层交换机和路由器都必须使用IP组播RP的地址进行配置。将rp-address命令

和访问列表结合使用，可用来限制RP负责的网络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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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4：在第三层接口上配置IP组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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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co Catalyst 3750系列交换机需要ip multicast-routing distributed命令。

局域网接入

业务概述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环境中，企业依靠信息传输来开展业务。通过访问应用做出

明智的业务决策，查收来自企业内外的电子邮件，或向分散于多个地点的员工发出业务

指示，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企业能否高效地传输信息。

只有用户能够轻松访问应用、资源和信息，才能实现高生产率。无论用户在总部还是

远程工作，如果能够以相同的方式连接网络并获得同等服务，他们的工作效率将大幅

提高。

目前，通信正在从普通的文字内容或语音通话向结合了音频、视频和文字的多媒体体验

转变，以使对方能够更好地了解情况，吸引他们的关注。企业在提供这些更为丰富的通

信形式的同时，也面临着在单一基础设施上结合各种通信形式，为其提供一个可扩展、

安全、经济高效的支持平台的挑战。

技术概述

接入层提供了用户可控制和可访问的高速设备连接。作为网络和客户端设备间的连接

点，接入层的作用是确保网络免遭人为错误和恶意攻击的影响。这种保护包括确保连接

网络的设备：

● 不试图向未经授权的最终用户提供服务。

● 不试图接管网络上任意其他设备的角色。

● 在被允许在网络上运行之前满足企业的要求。

接入层还提供了一套支持先进技术的网络服务。语音和视频在当今企业中已经普及，网

络必须提供支持这些技术的服务。接入层可以为IP电话和无线接入点提供增强型以太网

供电（PoE+），为拥塞控制提供QoS，并能自动为联网IP电话配置VLAN。

在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中，接入层配置非常简单。通过同一端口配置，能够用于支持

独立的电脑、IP电话、与电脑相连的IP电话或无线接入点。为向终端主机和接入层网络

添加安全功能，已启用多个端口级特性，包括：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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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口安全能够限制单一端口上可用的MAC地址数目，以防止MAC洪泛攻击。

● DHCP监听能够防止恶意DHCP服务器在网络上运行，帮助防御DHCP耗尽攻击。

● 地址解析协议（ARP）检测将一个IP地址与一个MAC地址相关联，能够防止ARP电子

欺骗攻击。

● IP源防护能够防御使用伪源IP地址的攻击。

图10. 接入层选项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符合局域网接入交换要求，提供

了包括10/100/1000接入端口、千兆以太网和万兆以太网上行链路和PoE+在内的四个

产品系列： 
● Cisco Catalyst 2960-S系列是经济型的可堆叠固定配置交换机，具有多个上行链路选

择。Catalyst 2960-S交换机的推出是为满足价格敏感型网络对接入交换机的要求。

Catalyst 2960-S系列提供了Catalyst局域网交换机系列所期待的高性能，但是2960-S

只提供其他Cisco Catalyst交换机所具有的部分特性。例如，媒体网（Medianet）中

的高级功能、EnergyWise和TrustSec特性在Catalyst 2960-S交换机系列中受到限制

或不提供。

● Cisco Catalyst 3560-X系列是不可堆叠的固定配置交换机，其模块化上行链路能够为

端口密度要求较低的接入层交换环境提供出色的灵活性和功能。

● Cisco Catalyst 3750-X系列是固定端口可堆叠交换机，其模块化上行链路能够随着端

口密度要求的增加而不断增长。Catalyst 3750-X可堆叠交换机由各种堆叠成员提供

永续性，即便一个堆叠成员因为故障而出现不可用的情况也能保持堆叠的正常运行。

堆叠成员与StackPower互连共享彼此的电源，因此如果一个堆叠成员的电源线被拔

掉，或者电源故障，所有堆叠成员仍将保持其可用性。

● Cisco Catalyst 4500 E系列提供了灵活的机箱式模块化交换机，其广泛的线路卡配置

选择可满足大型、高密度部署对于最高接入层可用性的需求。Cisco Catalyst 4500 E

系列机箱提供了许多选项，用于实现端口灵活性和部署永续性。永续管理引擎提供了

最佳的可用性。如果主要管理引擎不可用，Cisco IOS SSO将无损切换至永续管理引

擎。如果不需要永续性，永续管理引擎和电源可以省略，以降低成本，同时还提供了

升级路径。

本部分介绍了如何实施每个必要程序，来完成网络接入层配置。固定交换机 交换机堆叠  机箱

接入层

核心层/

分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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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switch number] priority 15 

stack-mac persistent timer 0 

macro name AccessEdgeQoS 
auto qos voip cisco-phone 
@
! 
macro name EgressQoS 
mls qos trust dscp 
queue-set 2 
srr-queue bandwidth share 1 30 35 5 
priority-queue out 
@

class-map match-any VOIP_DATA_CLASS 
match cos 5 
class-map match-any VOIP_SIGNAL_CLASS 
match cos 3 
!
policy-map CISCOPHONE-POLICY 
class VOIP_DATA_CLASS 
set dscp ef 
police 128k bc 800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drop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

在配置交换机功能和服务前，部分平台需要进行一次性初始配置。如果您没有以下步骤

中列出的平台，则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选项1. Catalyst 2960-S和3750-X平台配置

当一个堆叠中配置了多个Catalyst 2960-S或3750-X系列交换机时，其中一个交换机控

制整个堆叠的运行，称为堆叠主交换机。

当堆叠中配置了三个或更多交换机时，将一个未配置上行链路的交换机配置为堆叠主交

换机。

步骤1：要设置堆叠主交换机，请运行以下命令。

配置接入层

1.  应用特定平台的配置

2.  应用全局配置

3.  配置到接入交换机的核心下行链路

4.  配置从接入交换机到核心层的链路

5.  配置接入交换机接入端口

程序1 应用特定平台的配置

步骤2：当堆叠主交换机发生故障，默认行为是为新近处于活动状态的堆叠主交换机

分配一个新的堆叠MAC地址。由于L ACP和其他许多协议均使用堆叠MAC地址且必

须重启，这个分配的新MAC地址会使网络不得不重新收敛。因此，应使用stack-mac 

persistent timer 0命令，确保故障后，原来的主MAC地址仍是堆叠MAC地址。

步骤3：为了简化QoS的一致部署，为每个平台定义两个宏，供您在后续流程中应用平

台特定的QoS配置时使用。

选项2. Catalyst 4507R+E平台配置

步骤1：为了简化QoS的一致部署，为每个平台定义两个宏，供您在后续流程中应用平

台特定的QoS配置时使用。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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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VOIP_SIGNAL_CLASS 
set dscp cs3 
police 32k bc 800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drop 
class class-default 
set dscp default 
police 10m bc 8000 
conform-action transmit 
exceed-action set-dscp-transmit cs1 
!
class-map match-any PRIORITY-QUEUE 
match dscp ef 
match dscp cs5 
match dscp cs4 
class-map match-any CONTROL-MGMT-QUEUE 
match dscp cs7 
match dscp cs6 
match dscp cs3 
match dscp cs2 
class-map match-any MULTIMEDIA-CONFERENCING-QUEUE 
match dscp af41 af42 af43 
class-map match-any MULTIMEDIA-STREAMING-QUEUE 
match dscp af31 af32 af33 
class-map match-any TRANSACTIONAL-DATA-QUEUE 
match dscp af21 af22 af23 
class-map match-any BULK-DATA-QUEUE 
match dscp af11 af12 af13 
class-map match-any SCAVENGER-QUEUE 
match dscp cs1 
policy-map 1P7Q1T 
class PRIORITY-QUEUE 
priority 
class CONTROL-MGMT-QUEUE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0 
class MULTIMEDIA-CONFERENCING-QUEUE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0 

class MULTIMEDIA-STREAMING-QUEUE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0 
class TRANSACTIONAL-DATA-QUEUE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0 
dbl 
class BULK-DATA-QUEUE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4 
dbl 
class SCAVENGER-QUEUE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25 
dbl 
!
macro name AccessEdgeQoS 
qos trust device cisco-phone 
service-policy input CISCOPHONE-POLICY 
service-policy output 1P7Q1T 
@
! 
macro name EgressQoS 
service-policy output 1P7Q1T 
@ 

redundancy 
  mode sso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2：如果Catalyst 4507R+E与用于需要最高级别可用性的接入交换机的两个Cisco 

Catalyst 4500 Supervisor Engine 6L-E一起配置，当两个管理引擎必须确定并同步主要

角色时将交换机配置为使用SSO。为实现快速、透明的数据平面故障切换，SSO在管

理引擎模块之间同步活动进程信息和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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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p mode transparent 

spanning-tree mode rapid-pvst 

udld enable 

port-channel load-balance src-dst-ip

vlan [data vlan],[voice vlan],[management vlan]

interface vlan [management vlan] 
ip address [ip address] [mask] 
no shutdown 
ip default-gateway [default router] 

 
  
 

ip route 0.0.0.0 0.0.0.0 [default router]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局域网接入交换机需要基本的全局配置。

步骤1：如需支持管理接入和网络时间配置等基础设施要求，请应用本指南上文中的全

局配置模块一节中所述的配置。

步骤2：配置VLAN中继协议（VTP）

VLAN中继协议（VTP）允许网络管理员在网络中的某个位置配置一个VLAN，并将此

配置动态传播到其他网络设备。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VLAN只在交换机设置期间定

义一次，之后几乎不进行修改。

与在网络中动态传播VLAN信息的优势相比，因操作错误而发生意外行为带来的风险更

大。鉴于此，我们在此架构中配置了VTP透明模式。将交换机设置为忽略VTP自动配置。

步骤3：配置生成树。

快速PVST+提供了每VLAN RSTP （802.1w）的实例。与传统的生成树（802.1D）相

比，快速PVST+大大提高了检测间接故障或链接恢复事件的能力。

虽然此架构没有任何第二层环路，但仍必须启用生成树。启用生成树能够确保如果意外

配置了任何物理或逻辑环路，在实际拓扑中也不会出现第二层环路。

步骤4：启用单向链路检测（UDLD）。

UDLD是一个第二层协议，使通过光纤或双绞线以太网电缆相连的设备能够监控电缆的

物理配置，并检测是否存在单向链路。当UDLD发现单向链路时，它会禁用受影响的接

口并向您报警。单向链路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包括生成树环路、黑洞和其他不确

定性数据包转发等。此外，UDLD能更快检测出链路故障，并支持接口中继的快速重新

收敛，特别是采用易于发生单向故障的光纤时更是如此。

程序2 应用全局配置
步骤5：配置用于接入交换机上行链路的EtherChannel负载均衡，与应用于核心交换机

的配置类似。

步骤6：在交换机上配置虚拟局域网。

接入层设备使用虚拟局域网（VLAN），将来自不同设备的流量划分到三个逻辑网络： 
● 数据VLAN为除了IP电话在内的所有联网设备提供网络访问功能。该VLAN在所有面

向用户的界面上进行配置。

● 语音VL AN为IP电话提供网络访问功能。该VL AN在所有面向用户的界面上进行配

置。

● 管理VLAN为交换机管理接口提供带内网络访问功能。管理VLAN不在任何面向用户

的接口上配置，交换机的VLAN接口是其唯一成员。

在交换机上配置数据和语音VLAN。

步骤7：配置带内管理。

使用IP地址配置交换机以便使其可以通过带内连接进行管理，并定义一个用于管理局域

网的默认路由。

由于Catalyst 4500已默认启用IP routing，所以请勿在该产品上使用ip 

default-gateway命令，使用该命令将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请在Catalyst 

4500上使用以下命令。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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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dhcp snooping vlan [data vlan], [voice vlan] 
no ip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option 
ip dhcp snooping 

ip arp inspection vlan [data vlan], [voice vlan]

 

vlan [data vlan],[voice vlan]

interface range [interface type] [port 1], [interface type] 
[port 2]
  switchport 
  macro apply EgressQoS 
  channel-protocol lacp 
  channel-group [number] mode active 

interface Port-Channel[number]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data vlan],[voice vlan],[mgmt 
vlan]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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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配置DHCP监听。

DHCP监听是一个DHCP安全功能，负责拦截不可信接口上的DHCP回复。不可信接口是

指交换机上未明确配置为已知DHCP服务器或指向已知DHCP服务器的路径的任意接口。

当您在VLAN上启用DHCP监听时，交换机将截获并保护VLAN中的DHCP消息。这可确

保未授权DHCP服务器无法向终端设备分发地址。

DHCP监听功能够跟踪与交换机上本地不可信接口相对应的MAC地址、IP地址、租用时

间、捆绑类型、VLAN编号和接口信息。DHCP监听将这些信息存储在DHCP绑定表中。

如需配置DHCP监听，请输入以下全局交换机命令。

步骤9：配置动态ARP检测（DAI）。

DAI可防御ARP欺骗攻击，阻止某些类型的中间人攻击。

DAI使用DHCP监听功能生成的数据，并在不可信接口上截获和验证所有ARP数据包的

IP到MAC地址关系。在可信接口上接收到的ARP数据包不进行验证，在不可信接口上

接收的无效数据包则被丢弃。

如需配置ARP检测，请输入以下全局交换机命令。

到接入层交换机和服务器机房交换机的链路均为第二层EtherChannel。将接入层

EtherChannel上行链路连接到核心层交换机或堆叠中的各个交换机。在使用Cisco 

Catalyst 4507R+E核心层的情况下，将上行链路连接至单独的冗余模块，以实现更高的

永续性。

步骤1：将下行链路将承载的VLAN添加至核心交换机的VLAN数据库。

步骤2：将两个或多个物理接口配置为EtherChannel成员。LACP可确保形成适当的

EtherChannel。

步骤3：配置一个802.1Q中继用于到接入层的连接。将该trunk上所支持的VLAN仅限于

接入层交换机上处于活动状态的VLAN。端口通道编号必须匹配在步骤2中所配置的通

道组。

程序3 配置到接入交换机的核心下行链路

技术提示

Catalyst 4500不需要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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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vlan [number] 
  ip address [ip address] [mask] 
  ip helper-address [dhcp server ip] 
  ip pim sparse-mode
  no shutdown 

interface Port-channel [number]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999

 

interface range [interface type] [port 1], [interface type] 
[port 2]
 switchport 
 channel-protocol lacp 
 channel-group 1 mode active

interface Port-channel1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data vlan],[voice vlan],[mgmt 
vlan]
 switchport mode trunk 
 ip arp inspection trust 
 ip dhcp snooping trust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macro apply EgressQoS 
 no shutdown 

	
	

vlan 999
interface Port-channel1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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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如果下行链路上的VLAN尚未存在于核心交换机之上，请为每个接入层VLAN添

加一个交换虚拟接口（SVI），这些VLAN可以路由至网络的其余部分。

如果您没有在核心交换机上规定IOS DHCP范围，请使用ip helper-address命令允许远

程DHCP服务器为该网络提供IP地址。Helper命令指向DHCP服务器地址；如果您拥有

多个DHCP服务器，您可以在界面上列出多个helper命令。

步骤5：为中继（trunk）添加VLAN跳跃攻击抑制。

在配置逻辑端口通道接口前，先配置属于第二层EtherChannel成员的物理接口。按此

顺序进行配置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所需操作，因为大多数输入端口信道接口的命令会复制

到其成员接口，而无需人工复制。此程序详细介绍了如何将接入层设备连接至局域网核

心层。

步骤1：将接口配置为EtherChannel成员

将两个或多个物理接口配置为EtherChannel成员。L ACP可确保形成适当的Ether-

Channel。

程序4 配置从接入交换机到核心层的链路

步骤2：如欲允许上游设备向在接入层交换机上定义的所有VLAN提供第三层服务，请

配置802.1Q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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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可信。当采用EtherChannel时，接口类型为端口通道，编号必须与在步骤1

中配置的通道组相匹配。

步骤3：为上行链路中继（trunk）添加VLAN跳跃攻击抑制。

技术提示

Catalyst 2960-S不需要使用switchport命令。

技术提示

Catalyst 2960-S和4500不需要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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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 0/1-24 

interface range [interface type] [port number]–[port number] 
switchport access vlan [data vlan]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voice vlan [voice vlan]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AccessEdgeQoS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maximum 11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aging time 2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aging type inactivity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violation restrict 

ip arp inspection limit rate 100 
ip dhcp snooping limit rate 100 

ip verify source 

 
  

ip verify source vlan dhcp-snooping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当向交换机上的多个接口应用相同配置时，为简化配置，请使用interface range命

令。您只需运行一次该命令，就能将其同时应用到多个接口。因为接入层中大多数接

口的配置均相同，这一操作能节省大量时间。例如，以下命令使您能同时在全部24个

接口（Gig 0/1到Gig 0/24）上输入命令。

步骤1：配置交换机接口，以支持客户端和IP电话。

主机接口配置支持PC、电话或无线接入点。交换机上提供有内嵌电源，可以为相关设

备提供802.3AF/AT支持。

步骤2：因为接入层只提供终端设备连接，所以可通过启用portfast、禁用802.1q中继和

信道组，缩短接口进入转发状态所需的时间。

步骤3：如需启用QoS，请运行以下命令。

步骤4：在接口上配置端口安全。

接口上所需MAC地址的数量可能会发生变化。本设计中使用的数目既为企业带来了灵

活性，又保护了网络基础设施。

在接口上同时将11个MAC地址配置为活动状态，其它MAC地址则被认为违规，流量将

被丢弃。

程序5 配置接入交换机接入端口
步骤5：设置老化时间，它将在2分钟未被使用后就将所获知的MAC地址从受保护的列

表中删除。

步骤6：配置限制选项，丢弃违规的MAC地址的流量，但不关闭端口。该配置可确保IP

电话在发生端口安全违背的接口上仍能运行。

步骤7：在接口上配置DHCP监听和ARP检测

在端口上启用ARP检测和DHCP监听，以100pps的速度处理流量。

步骤8：在接口上配置IP源防护。

IP Source Guard可以防止数据包用假的源IP地址进行欺骗，从而隐藏其真正的来源。IP源

防护使用来自DHCP监听的信息，在接口上动态配置一个端口访问控制列表（PACL），拒

绝任何来自不属于DHCP绑定表中IP地址的流量通过。

技术提示

Catalyst 4500不支持ip verify source命令。应使用以下命令： 



37

spanning-tree bpduguard enable

no auto qos voip
auto qos trust dscp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9：在接口上配置网桥协议数据单元（BPDU）保护。

BPDU防护能防止用户将交换机插入接入端口中，这会导致无法检测出的、灾难性的生

成树环路。

如果一个配置了portfast的接口接收到一个BPDU，则表明存在无效配置，如连接了未

授权设备等。BPDU防护功能在启用portfast的情况下，当接口收到BPDU时，会将非中

继接口置于假死（errdisable）状态，从而防止环路。

如果另一交换机插入了端口，则可以运行以下命令，禁用该接口： 

步骤10：（可选）：为可信访问设备配置QoS。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希望信任来自访问端口设备（如视频终端或无线接入点）的QoS

标记。要在一个接口上信任设备的QoS，请输入以下命令：

服务器机房

业务概述

初创企业通常采取的IT做法是，将应用服务器放置在办公桌下，或是和交换机一起放

在机柜中。此外还可能有一些存储磁带堆放在机柜上，用于专门备份。随着企业不断

发展，他们对于数据的依赖性也就与日俱增，为其关键应用提供更稳定环境的需求将

促进变革的发生。无论是因为害怕网络中断降低生产率，还是担心数据丢失会影响公

司的决策，或是迫于法规遵从性的压力，IT人员或部门都必须构建一个能更好满足其

需求的环境。

而服务器机房则代表着企业迈向专业IT环境的第一步。例如，IT环境具有可控的散热和

电源，有两到三个机架来安放应用服务器，相关的网络连接，以及一个小型备份系统。

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充分肯定了服务器机房设施及其在整体企业智能中的重要性。本

设计采用了一个小型永续、可扩展以太网局域网平台，来将应用服务器与位于机构网络

其它地点的用户相连。随着企业从服务器机房扩展到拥有许多应用服务器和大型存储环

境的数据中心，《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部署指南》提供了

平稳的升级方法。已经部署了集中式数据中心的企业可能仍需要在较小的区域站点托管

服务器。IBA智能业务平台服务器机房设计也可以满足这一需求。

技术概述

在IBA智能业务平台中，服务器机房能够安放多达24个物理服务器，可以为企业运营

提供基本的计算和存储功能。本设计采用了Cisco Catalyst 3560-X和Cisco Catalyst 

3750-X系列可堆叠以太网局域网交换机，支持10/100/1000，能提供多种服务器以太网

接口速度。

Catalyst 3750-X系列的Cisco StackWise Plus功能为服务器机房环境提供了一个永续

高速背板，并能以双归属方式将服务器连接到服务器机房局域网，以提高永续性。鉴

于堆叠中至少有两个交换机，并通过双链路连接服务器与局域网核心层交换机，所以

您的服务器机房消除了单故障点。堆叠中的Catalyst 3750-X交换机在主交换机发生故

障时，能够自动进行控制平面切换。Catalyst 3750-X系列交换机的双电源选项和Cisco 

StackPower进一步增强了服务器机房设计的永续性。Catalyst 3560-X不能提供与

3750-X相同的永续性，但非常适用于单一连接的服务器和不太关键的系统。

在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中，服务器群交换机通过一条EtherChannel连接到核心层，以

便两个千兆以太网端口结合起来提供一个2GB通道。如果需要更多带宽，可以将从服务

器群到核心的链路数量增加至4或8个，或者如果需要非常高的带宽，可以使用万兆以

太网链路将相应的核心交换机端口连接至服务器机房交换机中安装的上行链路模块上的

万兆端口。

读者提示

《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设计概述》与《面向

中小企业的思科 IBA智能业务平台——数据中心部署指南》将能帮助您完

成从 IBA智能业务平台基础设计中的服务器机房向更高级企业运营和应用

环境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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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switch number] priority 15
stack-mac persistent timer 0  

 

mls qos map policed-dscp 0 10 18 to 8 
mls qos map cos-dscp 0 8 16 24 32 46 48 56 
mls qos srr-queue input bandwidth 70 30 
mls qos srr-queue input threshold 1 80 90 
mls qos srr-queue input priority-queue 2 bandwidth 30 
mls qos srr-queue input cos-map queue 1 threshold 2 3 
mls qos srr-queue input cos-map queue 1 threshold 3 6 7 
mls qos srr-queue input cos-map queue 2 threshold 1 4 
mls qos srr-queue input dscp-map queue 1 threshold 2 24 
mls qos srr-queue input dscp-map queue 1 threshold 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ls qos srr-queue input dscp-map queue 1 threshold 3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ls qos srr-queue in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3 32 33 40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部署详情

本节内容包括了配置服务器机房所需的流程步骤。

只有Cisco Catalyst 3750-X交换机需要程序1。如果您的服务器机房交换机将会使用的

是Cisco Catalyst 3560-X，您可以跳至程序2。

配置服务器机房局域网

1. 配置Catalyst 3750-X平台

2. 配置全局QoS设置

3. 配置设备永续性特性

4. 配置生成树

5. 启用UDLD

6. 配置以太通道负载均衡

7. 在交换机上配置VLAN

8. 配置带内管理

9. 配置到接入交换机的核心下行链路

10. 配置VLAN跳跃攻击抑制

11. 配置服务器机房上行链路端口

12. 配置服务器访问端口

当一个堆叠中配置了多个交换机时，其中一个交换机控制整个堆叠的运行，称为堆叠主

交换机。当有三个或更多交换机配置为一个堆叠时，将一个没有配置上行链路的交换机

配置为堆叠主交换机。

当堆叠主交换机发生故障，默认行为是为新近处于活动状态的堆叠主交换机分配一个新

的堆叠MAC地址。由于LACP和其他许多协议均使用堆叠MAC地址且必须重启，这个

分配的新MAC地址会使网络不得不重新收敛。因此，您使用stack-mac persistent timer 

0命令，可确保故障后，原来的主MAC地址仍是堆叠MAC地址。

步骤1：应用在本指南前面的“全局配置模块”部分中介绍的配置。

步骤2：要设置堆叠主机交换机，请输入以下命令。

步骤1：由于本设备上可能没有配置AutoQoS，所以请输入以下命令，手动配置全局

QoS设置。

程序1  配置Catalyst 3750-X平台

程序2  配置全局QoS设置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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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3 44 45
mls qos srr-queue in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3 46 47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1 threshold 3 4 5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2 threshold 1 2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2 threshold 2 3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2 threshold 3 6 7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3 threshold 3 0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cos-map queue 4 threshold 3 1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1 threshold 3 32 33 40 
41 42 43 44 45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1 threshold 3 46 47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1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1 26 27 28 
29 30 31 34 35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1 36 37 38 
39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2 24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3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2 threshold 3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3 threshold 3 0 1 2 3 
4 5 6 7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4 threshold 1 8 9 11 
13 15
mls qos srr-queue output dscp-map queue 4 threshold 2 10 12 14 
mls qos queue-set output 1 threshold 1 100 100 50 200 
mls qos queue-set output 1 threshold 2 125 125 100 400 
mls qos queue-set output 1 threshold 3 100 100 100 400 
mls qos queue-set output 1 threshold 4 60 150 50 200 
mls qos queue-set output 1 buffers 15 25 40 20 
mls qos 
!
macro name EgressQoS 
mls qos trust dscp 
queue-set 2 
srr-queue bandwidth share 1 30 35 5 
priority-queue out 
@

 

vtp mode transparent 

 

spanning-tree mode rapid-pvst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VTP允许网络管理员在网络中的某个地点配置一个VLAN，并将此配置动态传播到其它

网络设备。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VLAN只在交换机设置期间定义一次，之后几乎不

进行修改。

与在网络中动态传播VLAN信息的优势相比，因操作错误而发生意外行为带来的风险更

大。鉴于此，我们在此架构中配置了VTP透明模式。

步骤1：将交换机设置为忽略VTP自动配置。

快速PVST+提供了每VLAN RSTP （802.1w）的实例。与传统的生成树（802.1D）相

比，快速PVST+大大提高了检测间接故障或链接恢复事件的能力。

虽然此架构没有任何第二层环路，您仍必须启用生成树。启用生成树能够确保，如果意

外配置了任何物理或逻辑环路，在实际拓扑中也不会出现第二层环路。

步骤1：启用生成树。

程序3  配置设备永续性特性

程序4  配置生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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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ld enable 

 

port-channel load-balance src-dst-ip

 

vlan [server vlan 1],[server vlan 2],[management vlan] 

 

interface Vlan [management vlan] 
  ip address [ip address] [subnet mask] 
  no shutdown 
ip default-gateway [gateway]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UDLD是一个第二层协议，使通过光纤或双绞线以太网电缆相连的设备能够监控电缆的

物理配置，并检测是否存在单向链路。当UDLD发现单向链路时，它会禁用受影响的接

口并向您报警。单向链路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发生，包括生成树环路、黑洞和其他不确

定性数据包转发等。此外，UDLD能更快检测出链路故障，并支持接口中继的快速重新

收敛，特别是采用易于发生单向故障的光纤时更是如此。

步骤1：启用UDLD。

在此设计中，我们广泛使用了EtherChannel，因为它们具有出色的永续性。您应当以

近似的方式来配置所有局域网交换机，以便对以太通道成员链路间流量负载共享的方法

规范化，

步骤1：将交换机配置为在计算通过哪条链路发送流量时使用流量源和目的地IP地址。

程序5  启用UDLD 程序7  在交换机上配置VLAN

程序8  配置带内管理

程序6   配置以太通道负载均衡

在交换机上为服务器需要连接的所有VLAN配置虚拟局域网

步骤1：在交换机上配置数据、语音和管理VLAN。

步骤1：使用用于带内管理的IP地址配置交换虚拟接口（S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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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server vlan 1],[server vlan 2]

interface range [interface type] [port 1], [interface type] 
[port 2]
  switchport 
  macro apply EgressQoS 
  channel-protocol lacp 
  channel-group [number] mode active 

  
 
  
  
 

mtu 1520 

interface Port-Channel[number]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server vlan 1],[server vlan 
2],[mgmt vlan]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number] 
  ip address [ip address] [mask] 
  ip helper-address [dhcp server ip] 
  ip pim sparse-mode
  no shutdown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到服务器机房交换机的链路是第二层EtherChannels。将服务器机房EtherChannel上行

链路连接至单独堆叠成员或核心交换机中的接口模块。

步骤1：将VLAN添加至下行链路将承载的核心交换机的VLAN数据库。

步骤2：将两个或多个物理接口配置为EtherChannel成员。LACP可确保形成适当的

EtherChannel。

程序9   配置到接入交换机的核心下行链路

技术提示

在采用永续的管理引擎Supervisor 7-E时，Catalyst 4500要求在万兆接

口上将MTU设置为除1500外的任意大小。在采用永续Supervisor 7-E的

Catalyst 4500上仅为万兆位接口运行以下命令： 

步骤3：配置一个802.1Q中继用于到接入层的连接。将该trunk上所支持的VLAN仅限于

接入层交换机上处于活动状态的VLAN。端口通道编号必须与在步骤2中所配置的通道

组相匹配。

步骤4：如果下行链路上的VLAN尚未存在于核心交换机上，请为每个接入层VLAN添加

交换虚拟接口（SVI），这些VLAN可以路由至网络的其余部分。

如果您没有在核心交换机上规定IOS DHCP范围，请使用ip helper-address命令允许远

程DHCP服务器为该网络提供IP地址。Helper命令所指向的地址为DHCP服务器，如果

您拥有不只一个DHCP服务器，可在接口上列出多个helper命令。

技术提示

Catalyst 4500不需要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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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Port-channel [number]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999

 

interface range [interface type] [port 1], [interface type] 
[port 2]
  switchport 
  macro apply EgressQoS 
  channel-protocol lacp 
  channel-group 1 mode active

interface Port-channel1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server vlan 1],[server vlan 
2],[management vlan]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shutdown 

vlan 999
interface Port-channel1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999

 

interface range [interface type] [port number]–[port number] 
  switchport access vlan [server vlan 1]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EgressQoS

局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1：为中继（trunk）添加VLAN跳跃攻击抑制。

此程序详细介绍了如何将服务器机房交换机连接至局域网核心层。

步骤1：配置到核心层的EtherChannel。

将两个或更多的物理接口配置为EtherChannel的成员，然后将LACP设置为在两端都处

于活动状态，以确保形成正确的EtherChannel，并且不会导致任何问题。

步骤2：配置802.1Q中继。

使用802.1Q中继来连接此上游设备，以支持该设备为服务器机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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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服务器机房交换机上活动的

VLAN。

步骤3：为上行链路中继（trunk）添加VLAN跳跃攻击抑制。

程序10   配置VLAN跳跃攻击抑制

程序11   配置服务器机房上行链路端口

程序12   配置服务器访问端口

步骤1：配置交换机接口来提供基本的服务器连接。

步骤2：通过将交换端口设置为主机模式，缩短端口进入转发状态所需的时间。

步骤3：要基于QoS宏配置信任来自服务器的流量的QoS标记，请输入以下命令。

读者提示

您的服务器或应用可能会需要特殊的配置，如中继或端口通道。请参考

供应商文档了解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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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大多数与互联网相连的网络很容易遭受持续不断的蠕虫、病毒和针对性攻击，因此企业

必须积极地保护其网络、用户数据和客户信息。

依赖于数据网络来支持日常活动的企业在网络功能的许多方面都面临着安全挑战： 
● 企业需要为用户提供访问互联网服务（电子邮件和Web）的能力。

●  位于远程站点的用户需要访问企业内部的服务。

● 企业需要为公众、合作伙伴和客户提供可控的数据和/或服务访问功能。

● 企业需要通过控制工作相关地点的互联网访问来提高员工的生产率。

● 企业需要管理与互联网连接相关的安全风险。

安全模块主要关注于互联网边缘、服务器机房和核心网的安全方面。

互联网边缘为流量在企业和互联网之间传输提供了连接。这其中包括进出企业、互联

网和DMZ的流量。企业的互联网边缘部署必须执行企业的安全策略，并成为实施安全

策略的典范。作为此策略的一部分，员工能够适当使用互联网服务是一个重要考虑因

素，以保持高生产率、避免出现法律问题，并降低因与工作无关的事务占用带宽而出

现的开支。

互联网边缘允许您为用户提供其履行工作职责所需的服务和数据访问能力，而不会受到

用户所在位置的限制。

安全模块

服务器机房安放着企业的关键资产，因此需要特别的保护。本设计针对服务器机房中部

署的应用，采用了更加细化的安全策略。通过将允许进入服务器机房的流量仅限定为那

些明确需要的流量，将可以降低这些重要服务器遭到攻击的风险。

在无边界网络中，用户包括员工、承包商、合作伙伴和客户。每个用户都有着不同的访

问、数据和服务需求。

随着用户对于互联网访问的需求不断提高，必须妥善管理由此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主

要可以分为两种：直接攻击，即攻击者寻找特定信息或资源以便盗用；以及间接攻击，

即植入恶意软件代理以便长期收集信息或消耗资源。如果不能妥善保护企业免遭这些攻

击，则可能会发生知识产权损失、数据被窃、资源误用，甚至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技术概述

互联网边缘是公司网络与互联网的连接点，同时它也是公司网络的外围，负责将您的核

心网络（包括您的用户和重要资产）与开放、不安全的互联网分隔开来。

在互联网边缘，通常会部署一个防火墙、一个VPN设备和一个入侵防御系统（IPS）设

备。在此设计中，互联网边缘处部署了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Cisco ASA），这款单一

低成本设备提供了以上所有功能。Cisco ASA还部署在服务器机房中，用于提供更细化

的访问策略和IPS功能。在核心网部署了IPS设备，用于监控所有的用户流量，提供额

外一层的检测。

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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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安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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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用ASA 5500

主用ASA 5500

永续的核心层交换机

备用ASA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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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员工

互联网

服务器机房

交换机

远程用户

互联网边缘

核心层/分布层

服务器机房

安全策略制定

企业在制定IT安全策略时，应首先从定义防火墙策略入手。如果没有公司级的安全策

略，那么企业很难在维护安全的计算环境的同时定义一个有效的策略。

读者提示

在安全模块中，基本的Cisco ASA防火墙设置和VPN配置在两个部分中分别

进行了介绍。鉴于专用IPS设备和路由器集成IPS也部署于网络中的其他地

点，本文中还有专门介绍IPS的部分。由于法规要求存在很大差异，本文未

提供有关具体法规要求的详细信息。

读者提示

有关法规遵从性注意事项的详细信息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您应当将行业

相关法规纳入到您的网络安全设计中。不符合法规要求可能会导致罚金或商

业活动暂缓等规管惩罚。

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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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策略基本可分为两种：“白名单”策略和“黑名单”策略。黑名单策略会拒绝

那些明确会给网络资源带来最大风险的流量。

图12. 黑名单安全策略

相反，白名单安全策略提供更保守的安全做法，它会拦截除支持应用所需流量（以足够

精细的级别）以外的所有流量。其他流量将被拦截，无需对其进行监控即可确保没有非

法活动发生，并可减少将转发给入侵探测系统（IDS）或IPS的数据量，并能最大限度

减少在发生入侵事件或数据丢失时必须浏览的日志条目的数量。

图13. 白名单安全策略

白名单策略可以通过策略规则集的最后一条规则来识别；白名单策略的最后一条规则总

是拒绝未被先前规则拒绝或允许的任意流量。Cisco ASA防火墙在访问列表的结尾处暗

中添加了一条拒绝所有规则。黑名单策略在隐含的拒绝所有规则之前，包括一条明确的

规则，可允许任何未被明确许可或拒绝的流量通过。

黑名单策略在维护方面更为简单，干扰网络应用的可能性也更低；如果您有机会确定网

络的具体要求并调整安全策略来避免所需的网络活动受到干扰，那么白名单策略不失为

最佳的方案。因为只有开展业务所需的流量才会得到许可，因此白名单通常能够更好地

满足管制要求。

不管您是选择采用白名单还是黑名单策略基础，IDS或IPS都能监控针对可信应用流量

的恶意活动。至少，IDS或IPS可以协助进行取证，从而确定数据外泄的原由。IPS可以

检测并阻止已知攻击（在其发生时），并提供详细信息来跟踪恶意活动的来源。IDS或

IPS还可能是网络所遵从的法规监察的明确要求（例如PCI 2.0）。

拦截高风险流量的黑名单策略在以下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影响较小、安全性较低的方案

（与白名单策略相比而言）：

● 详细的网络应用活动研究不可行。

● 网络可用性要求禁止应用故障排除。

如果识别所有应用要求不切实际，那么企业可以实施支持日志功能的黑名单策略，以便

开展详细的策略研究。在掌握了网络行为的详细信息后，企业将能更加容易第制定出更

有效的白名单策略。

由于大多数网络接入被置于开放状态，因此服务器机房资源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也有所

加大。当针对用户网络和服务器机房之间的数据访问采用限制性较少的策略时，请认

真考虑一下使用IDS或IPS来最大限度降低数据安全性下降的可能性，或者在发现数据

篡改或丢失时提供取证跟踪（forensic trail）。正确应用IPS可以降低非法网络活动发

生的几率。

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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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地评估安全策略要求，请回答以下问题：

● 服务器机房将用于支持哪些应用？ 
● 能否在协议级别描绘应用流量的特征？ 
● 如果安全策略干扰了应用，能否提供详细的应用行为描述，来加速故障排除？ 
● 网络对于网络可控部分与不可控部分之间的基准性能期望是什么？ 
● 您期望安全控件处理的最高吞吐率是多少，包括工作站备份或将数据传输至辅助数据

复制站点等带宽密集型活动？ 

部署详情

Cisco ASA有数种机型，可提供不同的性能水平。Cisco ASA集成了以下功能：

● 网络地址转换（NAT）
● 状态检测防火墙

● 远程接入SSL VPN
● 远程接入和站点间IPsec VPN
● 用于安放安全服务模块（SSM），如入侵防御系统SSM （AIP-SSM）等的硬件托架

思科ASA平台基于多种不同性能期望而构建，其中包括吞吐率、接口数量和类型、防火

墙（NAT和检测）性能期望，以及预期的远程用户数量等。每个部署部分为部署用于满

足不同期望的典型设备提供了建议。

面向互联网边缘的思科ASA防火墙

在互联网边缘，部署思科ASA的永续双机配置，用于在互联网与内部网络（包括

DMZ）间执行安全策略。它将为使用RFC 1918专用地址的内部主机提供NAT，同时为

移动用户提供远程访问VPN服务。

Cisco ASA采用由一对主用/备用设备组成的高可用性设置。主用/备用设置允许使用同

一设备提供防火墙和VPN功能（在主用/主用配置中，Cisco ASA的VPN功能被禁用）

本设计中的互联网链路速度不超过单一Cisco ASA设备的性能。如果主用设备发生故障

或需要停运以便维修，则备用设备将接管所有防火墙、IPS和VPN功能。

Cisco ASA在内部运行EIGRP，来简化路由配置；因此如果园区和广域网中发生变化，

并不需要在Cisco ASA上更改路由配置。如果需要现场托管可通过互联网接入的服务

器，则可配置一个DMZ，但本例中没有配置DMZ。内部接口中继到核心层交换机，它

的一个VLAN接口用于公司互联网流量的传输，另一VLAN则专为访客无线接入互联网

而配置。

本设计为面向互联网边缘的Cisco ASA防火墙连接采用了以下拓扑结构和IP地址。本示

例中的IP地址和具体接口仅用作演示目的，可能与您的网络实际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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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面向互联网边缘的思科ASA连接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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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边缘

核心层/分布层

针对内部网络的互联网访问配置防火墙

1. 应用Cisco ASA初始配置

2. 配置防火墙高可用性

3. 配置局域网核心层连接

4. 配置ASA的内部接口

5. 配置管理、日志和时间

6. 配置到互联网的连接

7. 配置防火墙EIGRP路由

8. 配置地址转换

9. 配置基本的互联网访问规则

流程

完成以下每个程序步骤，来为互联网边缘配置一对永续的Cisco ASA 5540。思科ASA

的网络端口按以下方式连接：

● GigabitEthernet 0/0连接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网关设备。

● GigabitEthernet 0/1连接到DMZ交换机。

● GigabitEthernet 0/2通过交叉或直通以太网线缆连接到其他互联网边缘思科ASA，用

作故障切换链路。

● GigabitEthernet 0/3直接连接到局域网核心交换机上的中继端口。

读者提示

Cisco ASA 5520和5540提供千兆以太网端口。Cisco ASA 5510提供高速以太

网端口。文本中的端口名称反映了ASA 5520和5540的千兆以太网端口。

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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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name IE-ASA5540 
domain-name cisco.local 

enable password [password] 
passwd [password]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password] privilege 15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shutdown
failover 
failover lan unit primary 
failover lan interface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replication http
failover key [key] 
failover link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interface ip failover 10.10.27.130 255.255.255.252 
standby 10.10.27.129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shutdown
failover
failover lan unit secondary
failover lan interface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replication http
failover key [key]
failover link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interface ip failover 10.10.27.130 255.255.255.252 
standby 10.10.27.129

初始配置通过控制台端口在主用（高可用性对中的一个）思科ASA的命令行界面（CLI）

上进行应用。

步骤1：为Cisco ASA配置主机名和域名。

步骤2：配置一个启用密码和控制台/telnet密码。

步骤3：配置一个管理用户名和密码。

程序1  应用Cisco ASA初始配置 程序2  配置防火墙高可用性

技术提示

本文中的所有密码都仅作为示例提供，不应在生产配置中使用。根据贵公司的

策略，或者在没有策略的情况下，创建一个由大写字母、小写字母和数字组成

的至少包含8个字符的密码。

为支持故障切换，两个设备必须完全一样，这意味着它们的型号、许可证和SSM均要

完全相同。您必须用线缆连接与主用单元类似的备用Cisco ASA单元。注意以下几点：

● 一条以太网电缆（交叉或者直通）连接主用和备用单元的故障切换接口。故障切换接

口之间的连接不通过以太网交换机承载。

● 该故障切换接口也是状态切换接口，即在该接口上将连接状态从主用设备复制到备用

设备。这可能是相当庞大的数据，因此思科建议将该接口作为专用接口。

步骤1：在主用Cisco ASA设备上配置故障切换。

步骤2：在备用Cisco ASA设备上配置故障切换。

该步骤可以使思科ASA设备从主用设备向备用设备同步其配置。这是您需要在备用设备

上应用的唯一配置。

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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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over polltime unit 1 holdtime 3 
failover polltime interface 1 holdtime 5

 

vlan 127
 name core-ie-as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2/48
 description To IE-ASA5540a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2/48
  description To IE-ASA5540b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2/48,GigabitEthernet2/2/48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27
 switchport mode trunk 

	 	
	

interface Vlan127
  ip address 10.10.27.1 255.255.255.128
  no shutdown

router eigrp 1
  no passive-interface Vlan127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no nameif 
  no security-level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步骤3：（可选）您可以调整故障切换计时器，以便在发生设备或链路故障时，加快故障

切换速度。在默认设置下，根据故障的具体情况，Cisco ASA可以在2至25秒内切换到

备用设备。根据故障情况，通过调整故障切换轮询时间可将切换时间降低到0.5到5秒。

在一个中低负载的Cisco ASA上，能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调整轮询时间。

调整故障切换计时器

使用一对以太网VLAN中继（trunk）将思科ASA的内部接口连接到局域网核心。

步骤1：定义局域网的互联网边缘VLAN。

步骤2：配置交换机端口来连接到Cisco ASA。

程序3  配置局域网核心层连接

步骤3：配置互联网边缘交换虚拟接口。

步骤4：配置核心以便形成用于互联网边缘VLAN的EIGRP邻接。

一对以太网VLAN中继（trunk）用于将思科ASA的内部接口连接到局域网核心。

Cisco ASA上的所有接口都有一个安全级别设置。编号越高，该接口越安全。内部接口

一般会分配最高安全级别，即100。外部接口的安全级别通常为0。

在默认状态下，流量能从高安全级别接口传输到较低安全级别接口。也就是说，来自内

部网的流量可以传输到外部网，而反之则不可以。

步骤1：清空所有名称、安全级别和ip地址设置，然后启用接口。

Catalyst 4500不需要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技术提示

读者提示

组播未在核心层的第三层接口（连接到互联网边缘防火墙）上进行配置，

因为组播未用于任何通过防火墙进行连接的服务。

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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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27 
  vlan 127 
  nameif inside 
  security-level 100 
  ip address 10.10.27.126 255.255.255.128 standby 10.10.27.125 

monitor-interface inside

 

ntp server 10.10.48.17 
clock timezone PST -8 0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logging enable
logging trap informational
logging buffered informational 
logging host inside 10.10.48.13
snmp-server host inside 10.10.48.35 community [cisc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snmp-server enable traps snmp authentication linkup linkdown 
coldstart warmstart

http server enable 
http 10.10.0.0 255.254.0.0 inside 
ssh 10.10.0.0 255.254.0.0 inside
ssh version 2

 

步骤2：在GigabitEthernet 0/0上配置一个VLAN 127子接口，用于连接至内部网络。

您需要将接口配置为VL AN中继，以便允许灵活地添加额外的连接（例如访客无线

VLAN）。

步骤3：配置故障切换以监视内部接口。

技术提示

这些接口除主IP地址外，还有一个备用IP地址。这是防火墙故障切换配置

的一部分，用于确定接口是否已连接，并且是否可以用于网络。将不被监

控的接口无需备用地址。

现在思科ASA设备已连接到内部局域网，接下来需要配置设备以便它们与NTP服务器同

步时间，以及设置管理和日志配置。

步骤1：配置时间同步、日志和SNMP监视。

步骤2：配置思科ASA设备，以通过HTTPS和SSH为任何内部网络提供远程管理访问。

外部接口连接到一个提供有以太网连接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的互联网网关设备。

ISP将为您提供互联网连接的详细信息，包括：

● IP地址和子网掩码

● 您将用于网关的IP地址

● DNS服务器地址

程序5  配置管理、日志和时间

程序6  配置到互联网的连接

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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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3 
  nameif outside 
  security-level 0 
  ip address 172.16.30.2 255.255.255.224 standby 172.16.30.3
  no shutdown

route outside 0.0.0.0 0.0.0.0 172.16.30.1 1 

 

router eigrp 1 
   network 10.10.0.0 255.255.0.0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inside 
   redistribute static 

 
步骤1：采用您的ISP提供的地址配置GigabitEthernet 0/3作为外部接口，然后指定该接

口的名称和安全级别。

步骤2：配置一个到互联网的静态缺省路由。

重新分布静态路由会导致Cisco ASA向网络其余部分通告一个默认路由信息。如果某

个网络部分无法访问，流量将沿着默认路由传输到Cisco ASA，它将把流量发送到互

联网。

步骤1：配置思科ASA，以与局域网交换EIGRP动态路由。

Cisco ASA仅与之交互路由信息的所有路由器都连接至内部接口；我们不希望将任何

内部信息发布至DMZ或外部网络。因此，除了内部接口，所有防火墙接口都设置为

被动。

程序7  配置防火墙EIGRP路由

程序8  配置地址转换

现在，基本配置已经应用并且设备已在网络中可达，配置将切换至Cisco ASA的 GUI，

自适应安全设备管理器（ASDM）。

因为内部网使用互联网不可路由的RFC 1918编址进行编号，所以需配置NAT，将内部

专用地址转换为外部公共地址。

步骤1：在Web浏览器中，通过浏览至Cisco ASA内部接口的IP地址打开Cisco ASDM

（例如：https://10.10.27.126/）。

步骤2：如果浏览器向您提示安全证书警告，请接受警告，然后点击Run ASDM（运行

ASDM）。

步骤3：当Cisco ASDM启动时，如果Java向您提示另一个证书警告，请接受警告。

步骤4：使用之前在Cisco ASA配置中定义的用户名admin和密码登录。

步骤5：浏览至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 > NAT Rules（NAT规则），

点击Add（添加）旁边的下拉箭头，然后点击Add “Network Object”NAT Rule（添加

网络对象NAT规则）.

 

技术提示

ASDM要求在您的管理工作站上从http://www.java.com下载并安装适当的Java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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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network Internal-Nets 
  subnet 10.10.0.0 255.254.0.0
  description All Internal Networks
  nat (any,outside) dynamic interface 

步骤6：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窗口，应用这些配置值：

● 名称：Internal-Nets
● 类型：Network
● IP地址：10.10.0.0
● 子网掩码：255.254.0.0
● 描述：All Internal Networks
● 检查并确保Add Automatic Network Translation Rules（添加自动网络转换规则）框

已被选中。

● 类型：Dynamic PAT （Hide）

 

步骤7：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窗口中，在Translated Address（已

转换地址）旁边点击省略号。

步骤8：在Browse Translated Address（浏览已转换地址）窗口中，选择（双击）

outside（外部）接口，然后点击OK（确定）。

    

步骤9：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窗口中，检查配置，然后点击OK（确定）。

上述步骤将应用这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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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line 1 extended permit ip object 
Internal-Nets any  log disable
access-group global_access global

定义防火墙策略，允许局域网和DMZ中的主机到达互联网。

步骤1：在ASDM中，依次浏览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点击Add（添加）旁边的下拉箭头，然后选择Add Access Rule

（添加访问规则）。

 

步骤2：在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窗口，应用这些配置值：

● Interface（接口）：-- Any --
● Action（动作）：Permit

步骤3：在Source（源）字段中，输入之前在程序8 - 步骤6中创建的Internal-nets对象

的名称。

程序9  配置基本的互联网访问规则

技术提示

如果您开始键入对象名称，ASDM将提供一个以您所定义字符作为开头的对

象名称列表。您通常可以键入对象名称的前几个字母，然后从列表中选择

相应名称。您也可选择点击省略号，并从列表中选取对象名称。

步骤4：在Destination（目的地）字段，选择或输入any（任意）。

步骤5：确保Enable Logging（启用日志记录）框已取消选中。

 

上述步骤将应用这一配置：

至此针对互联网边缘思科ASA防火墙的初始配置流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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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边缘Cisco ASA为隔离区（DMZ）提供防火墙服务，以便为互联网提供Web和

文件传输服务。

GigabitEthernet 0/1为DMZ主机提供连接，后者用于为互联网和客户网络用户提供服

务。为了提供添加额外DMZ VLAN的灵活性，DMZ接口采用与第二层以太网交换机连

接的VLAN中继。

步骤1：在ASDM中，依次浏览至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点击Add（添加），然后选择Interfaces（接口）。

针对DMZ服务配置互联网边缘 Cisco ASA

1. 配置ASA的DMZ接口

2. 配置DMZ交换机

3. 向 ASA添加DMZ NAT规则

4. 向ASA添加DMZ防火墙规则

流程

程序1 配置ASA的DMZ接口

步骤2：在Add Interface（添加接口）窗口，输入以下配置详细信息，然后点击OK（确定）。

● 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 GigabitEthernet0/1
● VLAN ID: 1164
● 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 1164
● 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 Web-DMZ
● 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 50
● 确保Dedicate This Interface to Management Only（仅将该接口专门用于管理）框取

消选中，Enable Interface（启用接口）框被选中。

● Description（描述）: Web and File Transfer DMZ
● IP Address（IP地址）: 192.168.64.1
● Subnet Mask（子网掩码）: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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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no nameif
 no security-level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1164
 description Web and File Transfer DMZ
 vlan 1164
 nameif Web-DMZ
 security-level 50
 ip address 192.168.64.1 255.255.255.0 
 no shutdown
!
monitor-interface Web-DMZ

 

步骤3：在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窗

口中，选择用于GigabitEthernet0/1物理接口的行，然后点击Edit（编辑）。

步骤4：在Edit Interface（编辑接口）对话框中，选择Enable Interface（启用接口），

确保在该接口上未配置其他值（IP地址、名称、安全级别），然后点击OK（确定）。

 

步骤5：浏览至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 > High Availability

（高可用性） > Failover（故障切换），然后选择Interfaces（接口）选项卡。

步骤6：对于Web-DMZ接口，选择Monitored（已监控），然后点击Apply（应用）。

该程序将产生以下配置：

包含两个成员的DMZ交换机堆叠为连接至Cisco ASA的DMZ端口的设备提供了高性

能、永续的以太网交换。每个交换机堆叠成员上的一个以太网中继端口连接至防火墙对

上的DMZ端口。DMZ交换机堆叠与局域网中的所有其他交换机不同，因为以太网管理

端口用于到交换机的带外管理访问，而不是像其他局域网交换机一样使用带内管理。

以下配置在DMZ交换机的CLI中执行。

程序2 配置DMZ交换机

读者提示

DMZ交换机的管理端口是FastEthernet端口，因此必须连接至可以协商

100Mb/sec以太网连接的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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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FastEthernet0
  ip address 10.10.15.21 255.255.255.128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1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15
  no shutdown

vlan 1164
  name web-dmz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4,GigabitEthernet2/0/24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1164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3
 description Web and file-transfer server access port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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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应用在全局配置模块中介绍的配置。

步骤2：在管理端口上配置管理IP地址。

步骤3：将DMZ交换机堆叠成员的管理端口连接至服务器机房交换机，然后将服务器机

房交换机端口配置为到管理VLAN的访问端口。

步骤4：将web DMZ VLAN添加到DMZ交换机的VLAN数据库中。

步骤5：配置连接至ASA的DMZ端口的中继。

步骤6：配置DMZ交换端口，其中Web和文件传输服务器将作为接入端口与其相连。

技术提示

DMZ交换机未承载任何第三层接口，因此交换机的管理端口可以安全地

连接至内部局域网。为避免网络攻击或危害路径，请勿向交换机添加额

外的第三层接口。

为了将DMZ服务器呈献给互联网，Cisco ASA必须承载一个NAT规则，将在DMZ中使用

的专有地址转换为appliance设备的外部接口上的可路由地址。

步骤1：在ASDM中，浏览至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 > NAT Rules

（NAT规则），点击Add（添加），然后选择Add“Network Object”NAT Rule（添加

网络对象NAT规则）。

步骤2：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窗口，输入以下配置详细信息：

● Name:  Web-FTP-Private-1
● Type（类型）:Host
● IP Address（IP地址）: 192.168.64.5
● Description（描述）: Private Web DMZ Server 1

 

步骤3：在NAT旁边，点击下拉箭头，确保Add Automatic Address Translation Rules

（添加自动地址转换规则）被选中，然后在Type（类型）框中，选择Static（静态）。

步骤4：对于Translated Address（已转换地址），点击省略号。

步骤5：在Browse Translated Addr（浏览已转换地址）窗口，点击Add（添加），然后

选择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程序3 向 ASA添加DMZ NAT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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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 network Web-FTP-Private-1
        host 192.168.64.5
        description Private Web DMZ Server 1
      object network Web-FTP-Public-1
        host 172.16.60.4
        description Public Web DMZ Server 1
      object network Web-FTP-Private-1
        nat static Web-FTP-Publi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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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中，输入以下值，然后点

击OK。
● Name（名称）：Web-FTP-Public-1
● Type（类型）：Host
● IP Address（IP地址）：172.16.60.4 
● Description（描述）：Public Web DMZ Server 1

 

步骤7：在Browse Translated Addr（浏览已转换地址）窗口，选择您刚刚定义的主机

对象，然后点击OK（确定）。

 

步骤8：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窗口中，检查配置，然后点击OK

（确定）。

 

该程序将产生以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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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group service DM_INLINE_TCP_1 tcp
        port-object eq ftp
        port-object eq http
        port-object eq http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line 2 extended permit tcp any 
object Web-FTP-Private-1 object-group DM_INLINE_TCP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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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配置的NAT规则将DMZ地址转换为互联网可路由地址，但您仍然需要访问规则，才

能使用Web和FTP等DMZ服务。

步骤1：在ASDM中，浏览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Access Rules

（访问规则），点击Add（添加），然后点击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

步骤2：在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窗口的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 

Any（任意）。

步骤3：在Action（操作）旁边，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4：在Source（源）字段中，保留默认值any（任意）。

步骤5：在Destination（目的地）字段，输入在DMZ NAT配置程序中创建的Web-FTP-

Private-1对象的名称。

步骤6：在Service（服务）字段中，输入ftp、http和https，用逗号隔开，然后从提供的选

项中选择tcp ftp（21）、tcp http（80）和tcp https（443），然后点击OK（确定）。

程序4 向ASA添加DMZ防火墙规则

技术提示

技术提示

ASDM显示所有默认和已配置IPv4及IPv6规则。此视图可以通过选择面板底部

的IPv4 Only（仅显示IPv4规则）单选按钮进行简化。

ASDM提供与您在Service（服务）字段中所键入的服务名称前几个字母相匹

配的服务建议。如果您无法找到您正在寻找的服务，您可点击省略号，并从

列表中选取服务。

步骤7：在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窗

口中，检查下图中的规则是否以正确的顺序应用至您的防火墙策略。DMZ访问的其他

规则应遵循允许从内部网络访问任意位置的规则。

 

当您完成访问规则修改后，请点击Apply（应用）。配置更改被发送至设备。

该程序将产生以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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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互联网边缘Cisco ASA提供用于无线访客访问互联网的DMZ。访客WLAN的连接性通过

单独的VLAN传输至无线局域网控制器，访客通过它连接至其自己的SSID。

额外的VLAN将被添加至Cisco ASA GigabitEthernet 0/0中继接口。防火墙的接口是用

于无线访客接入的访客VLAN默认网关。

步骤1：在ASDM中，浏览至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点击Add（添加），然后选择Interface（接口）。

流程

程序1 在防火墙上添加访客VLAN接口

针对访客WLAN服务配置互联网边缘Cisco ASA

1. 在防火墙上添加访客VLAN接口

2. 在核心交换机上配置访客VLAN

3. 向Cisco ASA添加DMZ NAT规则

4. 向ASA添加DMZ防火墙规则

步骤2：在Add Interface（添加接口）窗口，输入以下配置详细信息，点击OK（确

定），然后点击Apply（应用）。

● 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GigabitEthernet0/0
● VLAN ID: 1176
● 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1176
● 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Guest-WLAN
● 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10
● 确保Dedicate This Interface to Management Only（仅将该接口专门用于管理）框取

消选中，Enable Interface（启用接口）框被选中。

● IP Address（IP地址）：192.168.76.1
● 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255.255.252.0
● Description（描述）：Guest Wireless LAN D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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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176
  vlan 1176
  no shutdown
  description Guest Wireless LAN DMZ
  nameif Guest-WLAN
  security-level 10
  ip address  192.168.76.1 255.255.252.0

vlan 1176
 name guest-WLAN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2/48,GigabitEthernet2/2/48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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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程序生成这一CLI配置。

因为我们希望避免任何到局域网的直接路由连接，所以核心交换机并未承载用于访客

VLAN的SVI。

步骤1：将访客VLAN添加到核心交换机的VLAN数据库中。

步骤2：将访客VLAN添加至连接互联网边缘防火墙的中继端口。

技术提示

访客局域网没有分配备用地址，因为访客接口在到核心层的同一以太网

VLAN中继上作为内部接口进行传送。对访客VLAN可用性的关注度比内部

接口更低，因此访客VLAN遵循内部接口的故障切换行为。

程序2 在核心交换机上配置访客VLAN

程序3 向Cisco ASA添加DMZ NAT规则

访客WLAN互联网接入由NAT策略提供，它将已分配给无线访客的专用地址转换为ASA

外部接口上的可路由地址。

步骤1：在ASDM中，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 > NAT Rules

（NAT规则），点击Add（添加），选择Add“Network Object”NAT Rule（添加网络对

象NAT规则）。

步骤2：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窗口中，填入以下详细信息：

● Name（名称）：Guest-WLAN
● Type（类型）：Network
● IP Address（IP地址）：192.168.76.0
● Netmask（子网掩码）：255.255.252.0
● Description（描述）：Guest Wireless NAT Pool

 

步骤3：在NAT旁边，点击下拉菜单显示NAT配置设置

步骤4：确保勾选了Add Automatic Address Translation Rules（添加自动地址转换

规则）。

步骤5：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DynamicPAT。

步骤6：点击Translated Address（已转换地址）旁边的省略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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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ject network Guest-WLAN
        subnet 192.168.76.0 255.255.252.0
        description Guest Wireless NAT Pool
        nat (any,outside) dynamic interface  

 

	

步骤7：在Browse Translated Addr（浏览已转换地址）窗口中，选择（双击）outside

（外部）接口，然后点击OK（确定）。

   

步骤8：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窗口中，点击OK（确定）。

该程序将产生以下配置。

以上配置的NAT规则将WLAN DMZ地址转换为可以通过互联网路由的地址。必须配置

访问规则以防止访客WLAN抵达内部地址。然后，必须配置另一个访问规则，以允许访

客WLAN抵达所有其他目的地，其中包括互联网和DMZ服务。

步骤1：在ASDM中，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Access Rules

（访问规则）。点击Add（添加），然后选择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

步骤2：在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窗口的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 

Any（任意）。

步骤3：选择Action（操作）旁边的Deny（拒绝）。

程序4 向ASA添加DMZ防火墙规则

技术提示

ASDM显示所有默认和已配置IPv4及IPv6规则。此视图可以通过选择面板

底部的IPv4 Only（仅显示IPv4规则）单选按钮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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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在Source（源）字段中，输入由WL AN DMZ NAT配置程序创建的Guest-

WLAN-network对象的名称。

步骤5：在Destination（目的地）字段中，输入之前在程序8 - 步骤6中创建的Internal-

nets对象的名称。

步骤6：在Service（服务）字段中，将该值保留为默认值ip。

步骤7：在 Description（描述）字段中，输入Deny Access from Guest WLAN to 

Internal networks（拒绝从访客WLAN对内部网络的访问）。

步骤8：选择Enable Logging（启用日志记录）。

 

技术提示

如果您开始键入对象名称，ASDM将提供一个以您所定义字符作为开头的对象

名称列表。您通常可以键入对象名称的前几个字母，然后从列表中选择相应名

称。您也可选择点击省略号，并从列表中选取对象名称。

步骤9：在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中，点击Add（添加），然后选择 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

 

步骤10：在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窗口的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 

Any（任意）。

步骤11：选择Action（操作）旁边的Permit（允许）。

步骤12：在Source（源）字段中，输入由WLAN DMZ NAT配置程序创建的Guest-

WLAN网络对象。

步骤13：在Destination（目的地）字段中，将该值保留为默认值any。

步骤14：在Service（服务）字段中，将该值保留为默认值ip。

步骤15：在Description（描述）字段中，输入Guest WLAN policy to allow access to 

all permitted destinations（访客无线局域网策略允许访问所有允许的目的地）。

步骤16：如果您希望减少日志消息总量，请取消选中Enable Logging（启用日志记录）。

如果您希望监控访客互联网访问，请保持Enable Logging（启用日志记录）为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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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line 3 remark Deny Access from Guest 
WLAN to Internal network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line 4 extended deny ip 192.168.76.0 
255.255.252.0 object Internal-Net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line 5 remark Guest WLAN policy to 
allow access to all permitted destinations.
access-list global_access line 6 extended permit ip 
192.168.76.0 255.255.252.0 any  log disable

步骤17：在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窗口中，检查这些规则是否以正确的顺序应用于您的防火墙策略。DMZ接入的其他规

则应遵循允许从内部网络访问任意地点的规则，该规则先阻止访客WLAN用户访问内部

网络，然后再允许访客WLAN访问所有其他目的地。

 

步骤18：当您完成审核规则顺序后，请点击Apply（应用）。配置更改被发送至设备。

该程序将产生以下配置。

至此针对互联网边缘思科ASA防火墙的所有配置任务完成。

技术提示

请注意，该配置仅应用于之前已存在的网络对象。

面向服务器机房的思科ASA防火墙

在服务器机房中，Cisco ASA防火墙和IPS（作为安全服务模块放置于硬件托架中）将

部署用于在网络核心与应用服务器网络之间，以及不同的应用服务器网络之间实施安全

策略。

Cisco ASA采用由一对主用/备用设备组成的高可用性设置。主用/备用配置：

● 比主用/主用配置简单得多。

● 允许使用同一设备提供防火墙和VPN功能（在主用/主用配置中，Cisco ASA上的

VPN功能被禁用）

本设计中的性能需求不超过单一Cisco ASA设备的性能。

如果主用Cisco ASA设备发生故障或需要停运以进行维护，则备用Cisco ASA设备将接

管所有防火墙和IPS功能。

Cisco ASA在外部运行EIGRP，来简化路由配置；因此如果园区和广域网中发生变化，

并不需要在Cisco ASA上更改路由配置。一个接口中继到核心层交换机，一个VLAN接

口用于支持每个应用服务器网络。

本设计为Cisco ASA防火墙连接采用了以下拓扑结构。

图15. 面向服务器机房的思科ASA连接

面向局域网的VLAN（153）

安全服务器VLAN（154，155）

非安全服务器VLAN（148-151）

安全服务器

非安全服务器

带AIP SSM-40的Cisco 
ASA 5540

故障切换链路

带AIP SSM-40的Cisco 
ASA 5540

永续的第三层局域网

核心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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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name SR-ASA5540 
domain-name cisco.local 

enable password [password] 
passwd [password]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password] privilege 15 

完成以下每个程序步骤，来为服务器机房配置Cisco ASA。

完成以下每个程序步骤，来为服务器机房配置一对永续的Cisco ASA 5540。思科ASA

的网络端口按以下方式连接：

● GigabitEthernet 0/0连接到一个VLAN trunk端口，提供到安全服务器机房局域网的

连接。

● GigabitEthernet 0/2通过交叉或直通以太网线缆连接到其他互联网边缘ASA，用作故

障切换链路。

● GigabitEthernet 0/3直接连接到局域网核心交换机上的接入端口

针对服务器机房配置Cisco ASA

 1. 应用Cisco ASA初始配置

 2. 配置防火墙高可用性

 3. 配置局域网核心中不受信任端的端口

 4. 将防火墙外部连接到局域网核心

 5. 配置管理、日志和时间

 6. 配置ASA的内部接口

 7. 配置局域网核心中受信任端的端口

 8. 向服务器机房交换机添加安全虚拟局域网

 9. 配置防火墙EIGRP路由

 10. 配置安全策略

流程

初始配置通过控制台端口应用于主用（高可用性对中的一个）思科ASA的CLI。

步骤1：为Cisco ASA配置主机名和域名。

步骤2：配置一个启用密码和控制台/telnet密码。

步骤3：配置一个管理用户名和密码。

程序1 应用Cisco ASA初始配置

技术提示

本文中的所有密码都仅作为示例提供，不应在生产配置中使用。根据贵公司的

策略，或者在没有策略的情况下，创建一个由大写字母、小写字母和数字组成

的至少包含8个字符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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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shutdown
failover 
failover lan unit primary 
failover lan interface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replication http
failover key [key] 
failover link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interface ip failover 10.10.53.130 255.255.255.252 
standby 10.10.53.129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shutdown
failover
failover lan unit secondary
failover lan interface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replication http
failover key [key]
failover link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interface ip failover 10.10.53.130 255.255.255.252 
standby 10.10.53.129

failover polltime unit 1 holdtime 3 
failover polltime interface 1 holdtime 5

为支持故障切换，两个设备必须完全一样，这意味着它们的型号、许可证和SSM均要

完全相同。您必须以与您用电缆连接主用Cisco ASA设备相似的方式来用电缆连接备用

Cisco ASA设备。注意以下几点：

● 一条以太网电缆（交叉或者直通）连接主用和备用单元的故障切换接口。故障切换接

口之间的连接不通过以太网交换机承载。

● 该故障切换接口也是状态切换接口，即在该接口上将连接状态从主用设备复制到备用

设备。这可能是相当庞大的数据，因此思科建议将该接口作为专用接口。

步骤1：在主用Cisco ASA设备上配置故障切换。

程序2 配置防火墙高可用性
步骤2：在备用Cisco ASA设备上配置故障切换。

该步骤可以使思科ASA设备从主用设备向备用设备同步其配置。这是您需要在备用设备

上应用的唯一配置。

步骤3：（可选）您可以调整故障切换计时器，以便在发生设备或链路故障时，加快故障

切换速度。在默认设置下，根据故障的具体情况，Cisco ASA可以在2至25秒内切换到

备用设备。根据故障情况，通过调整故障切换轮询时间可将切换时间降低到0.5到5秒。

在一个中低负载的Cisco ASA上，能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调整轮询时间。

调整故障切换计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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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53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2/5
 description SR-ASA5540a-Gi0/3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2/5
 description SR-ASA5540b-Gi0/3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2/5,GigabitEthernet2/2/5
 switchport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53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panning-tree portfast edge

interface Vlan153
  ip address 10.10.53.1 255.255.255.128
  no shutdown

router eigrp 1
  no passive-interface Vlan153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3 
  nameif outside 
  security-level 0
  ip address 10.10.53.126 255.255.255.128 standby 10.10.53.125
  no shutdown 

monitor-interface outside

在局域网核心中使用一对以太网端口提供用于服务器机房Cisco ASA的局域网端（不受

信任）接口的连接。

步骤1：定义不受信任的VLAN。

步骤2：配置核心交换机端口，以连接到思科ASA服务器机房防火墙的外部：

步骤3：配置互联网边缘交换虚拟接口。

步骤4：配置核心以便形成用于互联网边缘VLAN的EIGRP邻接。

程序3 配置局域网核心中不受信任端的端口 程序4 将防火墙外部连接到局域网核心

技术提示

Catalyst 4500不需要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接下来，您需要配置防火墙，以便连接到局域网的接口位于防火墙的不可信端。

步骤1：将Ethernet 0/3配置为外部接口，连接到网络核心。将自动应用默认外部安全

等级0。

Cisco ASA上的所有接口都有一个安全级别设置。编号越高，该接口越安全。内部接口

一般会分配最高安全级别，即100。外部接口的安全级别通常为0。

在默认状态下，流量能从高安全级别接口传输到较低安全级别接口。也就是说，来自内

部网的流量可以传输到外部网，而反之则不可以。

步骤2：配置故障切换以监视外部接口。

技术提示

这些接口除主IP地址外，还有一个备用IP地址。这是防火墙故障切换配置

的一部分，用于确定接口是否已连接，并且是否可以用于网络。将不被监

控的接口无需备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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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 server 10.10.48.17 
clock timezone PST -8 0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logging enable
logging trap informational
logging buffered informational 
logging host inside 10.10.48.13
snmp-server host inside 10.10.48.35 community [cisc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snmp-server enable traps snmp authentication linkup linkdown 
coldstart warmstart

http server enable 
http 10.10.0.0 255.254.0.0 outside 
ssh 10.10.0.0 255.254.0.0 outside
ssh version 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no nameif 
  no security-level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54 
  vlan 154 
  nameif SRVLAN154 
  security-level 100 
ip address 10.10.54.1 255.255.255.0 standby 10.10.54.2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55 
  vlan 155 
  nameif SRVLAN155 
  security-level 100 
ip address 10.10.55.1 255.255.255.0 standby 10.10.55.2 

monitor-interface SRVLAN154
monitor-interface SRVLAN155

现在思科ASA设备已连接到局域网，接下来需要配置此设备以便它们与NTP服务器同步

时间，以及设置管理和日志配置。

步骤1：配置时间同步、日志和SNMP监视。

步骤2：配置思科ASA设备，以通过HTTPS和SSH为任何内部网络提供远程管理访问。

程序5 配置管理、日志和时间 程序6 配置ASA的内部接口

一对以太网VLAN中继（trunk）用于将思科ASA的内部接口连接到局域网核心。虚拟局

域网中继允许根据需要灵活地提供用于多个受信任VLAN的连接性。防火墙在接口上承

载两个内部子接口，vlan 154和vlan 155。

步骤1：清空所有名称、安全级别和ip地址设置，然后启用接口。

步骤2：配置防火墙的内部子接口，用于连接至局域网核心交换机上的受信任VLAN。

步骤3：配置故障切换以监视内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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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54-155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2/6
 description SR-ASA5540a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2/6
 description SR-ASA5540b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2/6,GigabitEthernet2/2/6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54-155
 switchport mode trunk

 

vlan 154-155 

interface Port-channel1/2/6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add vlan 154-155

 

router eigrp 1 
   network 10.10.0.0 255.255.0.0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outside    

 

在此配置中，多个VLAN子接口从思科ASA设备的GigabitEthernet 0/0内部接口向局域网

核心进行中继，其中安全VLAN被交换到服务器机房交换机。VLAN 154和VLAN 155提

供面向两种不同的应用服务器网络的连接，其各自的安全策略要求也有所不同。在核心

交换机上并未定义第三层接口，以防止无意中代替到受信任服务器机房VLAN的路径。

步骤1：将安全VLAN添加到核心交换机的VLAN数据库。

步骤2：配置核心交换机接口，以连接到思科ASA服务器机房防火墙的内部。

程序7 配置局域网核心中受信任端的端口 程序8 向服务器机房交换机添加安全虚拟局域网

程序9 配置防火墙EIGRP路由

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您必须向服务器机房交换机添加安全VLAN，并定义接入或中继端口，以便为将连接至

安全VLAN的服务器提供连接性。

步骤1：将安全VLAN添加到核心交换机的VLAN数据库。

步骤2：向连接至核心交换机的服务器机房交换机的EtherChannel中继添加安全

VLAN。

服务器机房Cisco ASA设备将作为内部应用服务器网络的默认路由器，并将与外部接口

上的核心网络建立对等关系，通过使用EIGRP来支持服务器机房外部的网络。

步骤1：配置思科ASA，以便与局域网核心交换EIGRP动态路由。

针对每个服务器机房VLAN，确定用于满足应用要求的安全策略。

每个需要防火墙的VLAN都将需要部署一个许可性（黑名单）或限制性（白名单）安全

策略。

程序10 配置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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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network Mgmt-host-range
 subnet 10.10.48.224 255.255.255.224
 description IP range for server-room management stations
object network Secure-Subnets
 subnet 10.10.54.0 255.255.254.0
access-list outside-access-in line 1 extended permit udp 
object Mgmt-host-range object Secure-Subnets eq snmp
access-group outside-access-in in interface outside

object-group service Mgmt-traffic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telnet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snmp
access-list outside-access-in line 2 extended deny object-
group Mgmt-traffic any object Secure-Subnets

access-list outside-access-in line 3 extended permit ip any 
object Secure-Subnets log disable

object network Internal-Nets
  subnet 10.10.0.0 255.254.0.0
  description All HQ and Remote-Site Subnets
object network Secure-App-1
  host 10.10.54.26
object network Secure-App-2
  host 10.10.54.27
object-group network Secure-Servers-1
  network-object object Secure-App-1
  network-object object Secure-App-2
object-group service App-1-2-Services
  service-object tcp-udp destination eq domain

选项1. 部署黑名单安全策略

网络安全要求决定着任意指定企业的网络安全策略。这些示例仅用作实施适合贵企业的

安全策略的依据。

如果一家企业没有意愿或资源来维持细粒度的限制性策略，从而控制集中式数据和用户

社区之间的访问，那么他们可以实施更简单且易于部署的安全策略来仅限制那些最高风

险流量的传输。这种策略通常会配置为仅拦截特定服务的访问；所有其他访问将由旁路

规则处理。

网络管理用户可能需要从台式机发出SNMP查询请求，以监控网络活动。此策略的第一

部分明确允许了SNMP对于将分配给IT员工的特定地址范围的查询。此流量将被记录，

以保留管理流量访问记录。

步骤1：使网络管理员能够从管理控制台中发出SNMP查询。

步骤2：阻止对局域网其它部分的Telnet和SNMP访问。这一流量也将被记录，用于记

录访问网络管理服务的企图。

步骤3：配置旁路规则，允许任何未被明确拒绝的应用流量通过。请注意，此策略禁止

了日志功能，以防止防火墙不得不记录所有对于服务器网络的访问。

选项2. 部署白名单安全策略

网络安全策略应符合特定组织的具体要求。这些示例仅用作实施适合贵企业的安全策略

的依据。

可应用基本的白名单数据服务策略，来支持各种常见的商务服务，如HTTP、HTTPS、

DNS和其他Microsoft架构中常见的服务。

步骤1：要确保只有特定的主机能够被访问，请输入以下配置进行访问控制。该策略可

限制对企业网络内部地址的访问。记录功能被启用，以支持进行应用访问审计。

技术提示

旁路规则组有助于故障排除，或提供对于那些必须打开以支持维护或服务

迁移的主机服务的临时访问。

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70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http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https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netbios-ssn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nameserver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netbios-dgm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netbios-ns
access-list outside-access-in line 1 extended permit object-
group App-1-2-Services object Internal-Nets object-group 
Secure-Servers-1
access-group outside-access-in in interface outside 

object network Mgmt-host-range
 subnet 10.10.48.224 255.255.255.224
 description IP range for server-room management stations
object-group service Mgmt-traffic
  service-object tcp destination eq ssh
  service-object udp destination eq snmp
access-list outside_access_in line 2 extended permit object-
group Mgmt-traffic object Mgmt-host-range object-group Secure-
Servers-1

access-list outside_access_in line 1 extended permit ip object 
Internal-Nets object Secure-App-2

no access-list outside_access_in line 1 extended permit ip 
object Internal-Nets object Secure-App-2

步骤2：为允许IT管理人员或网络用户访问特定资源，请输入以下配置。在本例中，处

于IP地址范围10.10.48.224-255中的管理主机被允许通过SSH和SNMP访问服务器机房

子网。

步骤3：旁路规则允许对已添加到适当网络对象组中的主机进行广泛访问。必须谨慎地

定义旁路规则，以避免对那些必须拦截的主机或服务进行开放式访问。在白名单策略

中，旁路规则通常仅在需要防火墙策略故障排除以允许访问某个应用时才应用。对匹配

旁路规则的流量应当进行记录：

● 收集应用行为的证据；以及

● 在仍应用旁路规则的防火墙日志中提供一个提醒，警告主机处于广泛的开放访问的情

况下。

以下策略对以上定义的其中一台安全应用服务器应用旁路规则，并将此规则置于策略列

表的首位。

步骤4：在故障排除活动完成后删除旁路规则。

入侵防御系统配置

从安全性的角度来看，IDS和IPS是防火墙的补充，因为防火墙是通用访问控制设备，

专门为阻止对应用的访问而构建。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使用防火墙来拒绝对于大量

应用端口的访问，从而减少服务器威胁。IDS和IPS传感器主要关注获得许可通过防火

墙，但意图发起攻击的网络和应用流量。如果它检测到一个攻击，IDS传感器会生成一

个告警，通知企业有关此活动的情况。IPS的情况类似，它会在发现恶意活动时生成告

警，并会进一步采取行动来拦截攻击。

思科提供多种IDS和IPS机型和性能水平。IDS和IPS的部署方式包括：

● 采用Cisco 4200系列设备，作为独立服务部署

● 作为SSM模块集成到Cisco ASA中

混杂与内嵌（inline）模式

当使用 IPS传感器时有两种主要部署模式：混杂（promis cuous）（IDS）或内嵌

（inline）（IPS）。选择哪种部署模式取决于风险承受能力和容错性等具体因素。在混

杂模式中（IDS），传感器仅检查数据包的副本，因此当它发现恶意数据包时也无法阻

止它的传输。

IDS传感器必须使用另一个inline执行设备来阻止恶意流量。这意味着，对于诸如单数据

包攻击（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的slammer蠕虫）等活动，IDS传感器不能阻止攻击的发

生。但在识别和清理受感染主机方面，IDS传感器具有巨大价值。

技术提示

旁路规则组有助于故障排除，或提供对于那些必须打开以支持维护或服务

迁移的主机服务的临时访问。

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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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k from occurring. However, an IDS sensor can offer great value when 
identifying and cleaning up infected hosts.

In an IPS deployment, because the packet flow is sent through the sensor 
and returned to the ASA, the sensor inspects the actual data packets. 

The advantage IPS mode offers is that when the sensor detects malicious 
behavior, the sensor can simply drop it. This allows the IPS device a much 
greater capacity to actually prevent attacks. 

Use IDS when you do not want to impact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network or 
create latency issues. Use IPS when you need higher security than IDS and 
the ability to drop packets.

Cisco recommends that you start with an IDS or promiscuous design for 
initial deployment and then move to IPS once the traffic and performance 
profile of the network is known and you are confident that no production 
traffic will be affected.   

All of the IPS devices deployed in this design are in promiscuous mode. 
Visibility into what is going on inside a corporate network is a great advan-
tage when following up on possible attack, auditing policy, or troubleshoot-
ing network and application problems; the value of IPS in promiscuous mode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IDS addresses use cases for each of the deployment scenarios:

•	 At the Internet edge, you deploy IDS with an AIP-SSM in the resilient 
Cisco ASA 5500 Firewall. This sensor provides these capabilities:

 ◦ Inspects traffic from the Internet bearing threats directed at end-
point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 Inspects traffic from remote-access VPN users’ endpoints that may 
have been compromised by malware.

•	 In the network ’s core, a Cisco IPS 4200 series sensor can look at traffic 
from specific VLANs. This sensor has the most flexibility.  It can inspect 
traffic in many places:

 ◦ Between wireless and the wired network

 ◦ Between the LAN and WAN

 ◦ From wired and wireless LAN hosts that are infected by malware and 
must be remediated

 ◦ Specific VLANs that must be subjected to IDS scrutiny

•	 In the server room, you deploy IPS with an AIP-SSM in the Cisco ASA 
5500 Firewall. 

 ◦ This sensor can inspect traffic from arbitrary end hosts to servers 
where the organization’s critical data is held.  

 ◦ Tune the IDS’s configuration to be application-specific for the 
services supplied by these servers, providing logging and mitigation 
of activity directed against critical data.

This design has IPS deployed at three key locations in the network. 

Figure 16 - Key IPS deployment locations

Cisco IPS version 7.0 added a set of features that allow the system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on whether to permit or block traffic based on reputa-
tion. Cisco uses reputation in two key ways on the IPS:

•	 Reputation	filters—A small list of IP addresses that have been hijacked 
or are owned by malicious groups.

•	 Global	Correlation	Inspection—A rating system for IP address based 
on prior behavior.

Reputation filters allow the IPS to block all traffic from known bad addresses 
before any significant inspection is done. Cisco Global Correlation uses the 
reputation of the attacker,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isk rating associated with 
the signature that fired, to come up with a new risk rating and drop traffic 
that is more likely to be malicious.

This process explains how to configure IPS and how to send network traffic 
to the sensor for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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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PS部署中，由于数据包流通过传感器发送并返回到ASA，因此传感器会检测实际数

据包。

IPS模式的优势是，如果传感器发现了恶意行为，它能够直接丢弃数据包。这使得IPS

设备具有较高的实际防御攻击的能力。

如果您不想影响网络可用性或引发延迟问题，则使用IDS。如果您需要高于IDS的安全

性以及数据包丢弃能力时，则使用IPS。

思科建议您，在初始部署时，先选择IDS或混杂设计，然后在了解了网络中的流量和性

能状况，且您确信不会影响到生产流量后，再选择IPS。 

此设计中部署的所有IPS设备都处于混杂模式。当追寻攻击来源、审查策略，或对网络

和应用问题排障时，能够查看公司网络中发生的事件是一项重大的优势，混杂模式下的

IPS的价值不容忽视。

针对每种部署情形的IDS地址使用情况：

● 在互联网边缘，您可以采用永续思科ASA 5500防火墙中的AIP-SSM部署IDS。此传感

器提供了以下功能：

 － 检测来自存在威胁的互联网、并导向企业终端的流量。

 － 检查可能受到恶意软件感染、来自远程访问VPN用户的终端的流量。

● 在网络的核心，思科IPS 4200系列传感器可查看来自特定VLAN的流量。此传感器拥

有最大的灵活性。它可以检测许多位置的流量：

 － 无线与有线网络间的流量

 － 局域网与广域网间的流量

 － 来自受到恶意软件感染、必须进行修复的有线和无线局域网主机的流量

 － 来自必须受到IDS详细审查的特定VLAN的流量

● 在服务器机房，您可以在思科ASA 5500防火墙中采用AIP-SSM部署IDS。
 － 该传感器可检测从任意终端主机到存储有企业关键数据的服务器的流量。

 － 将IDS的配置调整为应用特定，面向由这些服务器提供的服务，提供针对关键数据 

 而导向的活动的日志记录和抑制。

本设计将IPS部署在网络中的三个关键位置。

图16. 主要IPS部署位置

 

Cisco IPS 7.0版增加了一系列新特性，使系统能够根据信誉和其他信息作出放行或拦截

流量的明智决策。思科在IPS上以两种方式使用信誉标准：

● 信誉过滤器——一个有关曾经被恶意群体劫持或拥有的所有IP地址的小型列表。

● 全局关联检测——一个根据以往行为表现评估IP地址的系统。

信誉过滤器使IPS能够在执行任何重大检测操作之前拦截所有来自已知不良地址的流

量。思科全球关联（Cisco Global Correlation）同时采用了攻击者信誉机制和与已触发

签名相关联的风险评估，形成了一种新的风险评估机制，能够过滤那些有可能携带恶意

内容的流量。

本流程介绍了如何配置IPS以及如何将网络流量传输到传感器，进行检测。

互联网

带有

AIP-SSM的

ASA 5500

带有

AIP-SSM的

ASA 5500
服务器机房

交换机

核心局域网

交换机

IPS 4200

互联网边缘 核心层 服务器机房

应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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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2/23
 switchport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15
 switchport mode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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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思科IPS，您首先需要完成基于CLI的配置，然后转至IPS设备管理器Cisco IPS 

GUI。无论部署于网络的什么位置，思科IPS传感器设备和模块均始终使用外部管理接

口进行配置和监视。该传感器的管理端口连接到用于安装有传感器的网络部分的管理

VLAN，在这里传感器将路由到或直接到达管理站。

图17. 服务器机房防火墙和IPS拓扑

流程

程序1 配置局域网交换机接入端口

部署思科入侵防御系统

1 配置局域网交换机接入端口

2 应用初始配置

3 完成基本配置

4 配置签名更新（可选）

5 监视IDS活动。

您可以使用以下值配置管理接口：

属性 互联网边缘IDS 核心IDS 服务器机房IDS

主机名 ie-ids-a/b hq-ids sr-ids-a/b

IP 地址 10.10.15.21&22 10.10.15.20 10.10.48.23&24

网络掩码 255.255.255.128 255.255.255.128 255.255.255.0

缺省网关 10.10.15.1 10.10.15.1 10.10.48.1

IPS传感器附近的局域网交换机为传感器的管理接口提供连接性。

步骤1：在相应的交换机上配置一个到管理VLAN的接入端口，在该交换机上将连接IPS

设备的管理端口：

使用传感器的CLI以设置基本网络信息，包括IP地址、网关地址和允许远程访问监视的

访问列表。

步骤1：在IPS设备上的管理端口和在程序1中配置的交换端口之间连接一条以太网

电缆。

安全VLAN（127）

访客VLAN（126）

IDS管理（115）

永续的第3层

局域网核心交换机

带AIP SSM-20的

Cisco ASA 5520

故障切换链路

带AIP SSM-20的

Cisco ASA 5520

程序2 应用初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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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5520# session 1 
Opening command session with slot 1. 
Connected to slot 1. Escape character sequence is
‘CTRL-^X’.

 sensor# setup 

--- Basic Setup --- 
--- System Configuration Dialog --- 
At any point you may enter a question mark ‘?’ for help. 
Use ctrl-c to abort configuration dialog at any prompt. 
Default settings are in square brackets ‘[]’. 
Current time: Mon Oct 12 23:31:38 2009 
Setup Configuration last modified: Mon Oct 12 23:22:27 2009 
Enter host name [sensor]: ie-ids-a

Enter IP interface [192.168.1.62/24,192.168.1.250]: 
10.10.15.21/25,10.10.15.1

Modify current access list?[no]: yes
Current access list entries:
  No entries
Permit: 10.10.0.0/16
Permit: 

Use DNS server for Global Correlation? [no]: 
Use HTTP proxy server for Global Correlation? [no]:
Modify system clock settings?[no]: 

Participation in the SensorBase Network allows Cisco to 
collect aggregated statistics about traffic sent to your IPS.
SensorBase Network Participation level?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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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访问IDS传感器的CLI。

如果传感器是思科ASA中的一个AIP-SSM，则登录到思科ASA并开启与IPS SSM模块的会话。

如果传感器是一个IPS 4200系列设备，则在该传感器的控制台端口上开启一个CLI会话。

步骤3：登录到IPS设备。默认用户名和密码都是cisco。系统将会提示您更改“cisco”

用户的登录密码。

步骤4：在IPS模块的CLI中，打开System Configuration（系统配置）对话。

步骤5：IPS模块进入交互式设置。定义IPS模块的主机名：

步骤6：定义IPS模块外部管理端口的IP地址和网关地址。

步骤7：要控制对IPS模块的管理访问，定义访问列表。对于Midsize-2500网络，总部

子网（10.10.0.0/16）中的所有地址将被允许。在空白提示处按Enter，进入下一步。

步骤8：针对之后三个问题接受默认回答（no（否））。

注意以下几点：

● Global Correlation（全局关联）将被禁用，直至配置流程的最后环节。

● 对于根据本指南配置的网络，将不需要HTTP代理服务器地址。

● 您将在传感器的GUI控制台中配置时间详细信息。

步骤9：接受针对该选项的默认回答（off），加入SensorBase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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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 was entered.
[removed for brevity]
exit
[0] Go to the command prompt without saving this 
configuration.
[1] Return to setup without saving this configuration. 
[2] Save this configuration and exit setup. 
[3] Continue to Advanced setup. 
Enter your selection [3]: 2 
Warning: DNS or HTTP proxy is required for global correlation 
inspection and reputation filtering, but no DNS or proxy 
servers are defined.
--- Configuration Saved --- 
Complete the advanced setup using CLI or IDM. 
To use IDM, point your web browser at https://<sensor-ip-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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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IPS SSP显示您的配置和拥有四个选项的简要菜单。要保存您的配置并退出

System Configuration（系统配置）对话，请输入2。

步骤11：针对在其他思科ASA机箱中安装的IPS传感器，重复步骤1-10。确保在其他传

感器的管理接口上使用不同的IP地址。针对核心IDS传感器将不需要重复此流程，因为

只有一个设备（appliance）。

完成System Configuration（系统配置）对话框中的基本设置后，您需要使用集成管

理工具中的启动向导、面向思科ASA的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管理器/IPS设备管理器

（ASDM/IDM）、或面向IPS传感器设备的思科IDM，来完成其余的IDS配置任务： 
● 配置时间设置

● 配置DNS和NTP服务器

● 定义一个基本的IDS配置

● 配置检测服务规则策略

● 向虚拟传感器分配接口

程序3 完成基本配置

此程序提供了两个选项。您使用哪个选项取决于您是要配置安装于思科ASA设备中的

AIP-SSM模块，还是要配置IPS传感器设备。

选项1. 完成针对AIP-SSM模块的基本配置

步骤1：通过访问思科ASA的IP地址，打开ASDM-IDM。这将允许进行http管理访问。

（例如：https://10.10.27.126/admin）

步骤2：导航到Sensor Setup（传感器设置） > Startup Wizard（启动向导），然后单

击Launch Startup Wizard（启动启动向导）。

 

步骤3：查看“Startup Wizard Introduction”（启动向导介绍），然后单击Next（下

一步）。

步骤4：在Sensor Setup（传感器设置）中，配置DNS服务器地址、时区和NTP服务器

地址。如果您的时区需要，选择Enable Summertime（启用夏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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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检查并确保取消选择Authenticated NTP（身份验证NTP），然后单击Next（下

一步）。

 

技术提示

如果您使用一款安全事件信息管理器来监视网络上的安全活动，则NTP对于安全

事件关联特别重要。

步骤6：在Traffic Allocation（流量分配）窗口，单击Add（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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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在Specify traffic for IPS Scan under Traffic Inspection Mode（在流量检测模

式下指定IPS扫描流量）中，选择Promiscuous（混杂），然后点击OK（确定）（如

果ASA已经具有默认流量分配策略，IDM将发出告警“The Service Rule Policy you are 

trying to create already exists”（您正在尝试创建的服务规则策略已经存在）。如果您

收到该告警，您可以取消该窗口并继续步骤8。）

步骤8：验证“Traffic Allocation Configuration流量分配配置）”。如果您单击Packet 

Flow Diagram for the selected Rule（针对所选规则的数据包流程图）下的Start（启

动），将出现一个动画，显示一个数据包正被复制到IPS模块和输出接口。示意图可能

显示一个不同的平台，与您正在配置的平台相比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步骤9：在“Startup Wizard（启动向导）”屏幕的底部，单击Finish（完成）。

步骤10：当系统提示您时，如果您想执行对传感器的变更，则单击Ye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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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6/35
 description IPS4240 G0/0
 no switchport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monitor session 1 source interface Port-Channel32
monitor session 1 destinati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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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IDM会应用您的变更，并返回一条Reboot required（需要重启）的消息。单

击OK（确定）。

 

如果您在互联网边缘或服务器机房防火墙中配置IDS模块，则针对安装于其他思科ASA

机箱中的IPS模块重复步骤1-10。这两个传感器之间没有配置同步。

选项2. 完成针对IPS 4240的基本配置

步骤1：在连接IDS传感器监视端口的核心交换机端口上配置交换端口分析器。此文

本配置一个监视会话，以便接口GigabitEthernet 6/35监视连接广域网路由器的Port-

Channel32。

读者提示

Port-Channel32将在本指南的广域网部分创建。因为往返远程站点的流量可

能是最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之一，所以在此介绍了广域网路由器的端口通道以

便进行监控。

步骤2：通过访问思科IPS传感器的管理IP地址，启动IDM（例如：https://10.10.15.20/）.

步骤3：导航到Sensor Setup（传感器设置） > Startup Wizard（启动向导），然后单

击Launch Startup Wizard（启动启动向导）。

 

步骤4：查看“Startup Wizard Introduction”（启动向导介绍），然后单击Next（下一步）。

步骤5：在Sensor Setup（传感器设置）中，配置DNS服务器地址、时区和NTP服务器

地址。如果您的时区需要，选择Enable Summertime（启用夏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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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检查并确保Authenticated NTP（经过身份验证的NTP）复选框未被选中，然后

点击Next（下一步）。

 

技术提示

如果您使用一款安全事件信息管理器来监视网络上的安全活动，则NTP对于

安全事件关联特别重要。

步骤7：在Interface Summary（接口总结）页面，单击Next（下一步）。

 

步骤8：在“Traffic Inspection Mode（流量检测模式）”页面，选择Promiscuous（混

杂），然后单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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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在“Interface Selection（接口选择）”页面，在Select Interface（选择接口）

下拉菜单中，选择GigabitEthernet0/0。

 

步骤10：在“Virtual Sensors（虚拟传感器）”页面，检查配置，然后单击Next（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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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在出现提示询问您是否希望提交更改时，请点击Yes（是）。

 

读者提示

Cisco IME是一个独立应用，可以配置和监控最多10个传感器的活动（自IME 

7.1.1起）。Cisco IME在Cisco.com上免费提供，网址与Cisco IPS软件更新和升

级相同。

通常，IDS和IPS设备的运行效果取决于其最近一次的更新。因此，始终使传感器保持

更新十分重要。为此，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配置每个传感器直接从Cisco.com检索签

名更新。

步骤1：要在ASDM-IDM中配置IPS签名更新，请打开IPS > Sensor Management（传

感器管理） > Auto/Cisco.com Update（自动Cisco.com更新）。选择Enable Signature 

and Engine Updates from Cisco.com（启用来自Cisco.com的签名和引擎更新），然后

展开Cisco.com Server Settings（Cisco.com服务器设置）窗格。

 

程序4 配置签名更新（可选）

技术提示

请注意，更新时间以世界协调时间（UTC）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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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提供一个有权下载IPS软件更新的有效cisco.com用户名和密码。选择Daily（每

天），输入一个12:00 AM至4:00 AM之间的时间作为更新Start Time（开始时间），然

后选择每天。

 

使用Cisco.com的自动更新功能，将只更新传感器的引擎文件和签名文

件。主要和次要代码版本以及服务包并不通过执行这些步骤而更新。

技术提示

IDS和IPS调整是一个过程，而非一次性的活动。IDM和IME均提供了检查传感器报告的

告警事件和确定告警是否适当的能力。如果不正确，执行以下步骤来减少其影响。

步骤1：在Event Action Filters（事件操作过滤器）中，取消针对某一特定事件的操作或

报警。

程序5 监视IDS活动。



远程员工软件或

硬件VPN
移动

软件VPN

ASA 5505
 WAP 

IP电话

互联网

永续的ASA 5500
防火墙+VPN对

互联网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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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禁用或撤销签名，或从特定签名设置中删除某个操作。这能防止签名触发操作

（撤销签名还能防止它占用资源，但如果以后还需要该签名，恢复它所需的时间就会

较长）。

 

远程接入VPN

思科ASA支持基于客户端的SSL和IPsec VPN远程访问、面向硬件客户端或站点到站点

VPN的IPsec，以及基于Web门户的SSL无客户端远程访问。本节介绍了远程访问SSL

和IPsec VPN的基本配置，用于基本的远程接入。

图18. 远程接入VPN

对于偶尔需要远程连接的移动员工或用户，我们建议选择Cisco VPN Client和Cisco 

AnyConnect Client等软件客户端。IPsec VPN要求用户已在用于联网的设备上加载

了客户端软件并配置了连接配置文件。IPsec VPN最适合部署于笔记本电脑等公司设

备中。

SSL VPN访问使用Web浏览器启动的思科AnyConnect客户端。SSL访问：

● 比IPsec VPN更灵活。

● 与 IPsec相比，能从更多地点进行访问，因为几乎没有公司会禁止其网络外部的

HTTPS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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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向设备默认配置中添加基本配置，来配置支持AnyConnect VPN接入的

Cisco ASA。用户针对本地Windows域控制器进行身份验证。

通过AnyConnect VPN向导可以解决大多数VPN配置任务。

步骤1：在ASDM中，通过依次浏览至Wizards（向导）> VPN Wizards（VPN向导）> 

AnyConnect VPN Wizard（AnyConnect VPN向导）启动AnyConnect VPN向导。

 

配置AnyConnect客户端远程访问VPN

1. 运行AnyConnect VPN向导

2. 允许VPN客户端之间的流量

3. 配置隧道缺省网关

4. 配置反向路由注入

5. 连接SSL VPN客户端

流程

程序1 运行AnyConnect VPN向导

步骤2：在Introduction（简介）页面，审核文本，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3：在Connection Profile Identification（连接配置文件识别）部分，键入

AnyConnect-profile作为Connection Profile Name（连接配置文件名称）。检查并确保

VPN Access Interface（VPN访问接口）值被设置为outside（外部），然后点击Next（下

一步）。

 

步骤4：在VPN Protocols（VPN协议）页面，选择SSL和IPsec复选框。在Device 

Certificate（设备证书）字段旁边，点击Manage（管理）。

步骤5：在Manage Identit y Cer tif icates（管理身份证书）对话框中，点击Add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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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pto ca trustpoint ASDM_TrustPoint0
        id-usage ssl-ipsec 
        no fqdn
        subject-name CN=IE-ASA5540
        enrollment self
      crypto ca enroll ASDM_TrustPoint0 nocon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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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在Add Identity Certificate（添加身份证书）对话框中，选择Add new Identity 

Certificate（添加新身份证书），点击Add a new identity certificate（添加一个新身份

证书），选择Generate self-signed certificate（生成自签名证书）复选框，然后点击

Add Certificate（添加证书）：

 

执行该步骤将应用此配置：

步骤7：在Manage Identity Certificates（管理身份证书）页面，点击OK（确定）。

在VPN Protocols（VPN协议）窗格中，检查并确保您创建的证书已反映在Device 

Certificate（设备证书）字段中，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8：在Client Images（客户端镜像）窗格中，点击Add（添加）。

 

步骤9：在Add AnyConnect Client Image（添加AnyConnect客户端镜像）对话框中，

点击Browse Flash（浏览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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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在Browse Flash（浏览闪存）对话框中，选择支持您的用户群体的相应的

AnyConnect客户端镜像，然后点击OK（确定）。

 

步骤11：在Add AnyConnect Client Image（添加AnyConnect客户端镜像）对话框

中，点击OK。如果您必须支持多个客户端平台，请重复步骤8至，直到您已添加了所有

需要的客户端支持。

技术提示

如果您的ASA仍未在闪盘中加载AnyConnect客户端镜像，您可以使用Add 

AnyConnect Client Image（添加AnyConnect客户端镜像）中的Upload

（上传）按钮，向ASA的闪存盘安装新的或已更新的客户端镜像。

步骤12：在Client Images（客户端镜像）窗格中，检查并确保所有需要的客户端镜像

都已列出，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3：在Authentication Methods（身份验证方法）页面中，在AAA Server Group

（AAA服务器组）旁边，点击New（新建）。

步骤14：在New Authentication Server Group（新建身份验证服务器组）对话框中，

输入以下值，然后点击OK（确定）：

● Server Group Name（服务器组名称）：AD
● Authentication Protocol（身份验证协议）：NT
● 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 地址）：10.10.48.10
● Interface（接口）：inside
● NT Domain Controller Name（NT域控制器名称）： AD-3



86安全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15：在Authentication Methods（身份验证方法）页面，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6：在Client Address Assignment（客户端地址分配）页面，在IPv4 Address 

Pool（IPv4地址池）选项卡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17：在Add IP Pool（添加IP池）对话框中，输入以下值，然后点击OK（确定）：

● Name（名称）: AnyConnect-pool
● Starting IP Address（起始IP地址）: 10.10.28.1
● Ending IP Address（结束IP地址）: 10.10.29.254
● Subnet Mask（子网掩码）: 255.255.254.0

 

步骤18：在Client Address Assignment（客户端地址分配）页面，检查并确保您刚刚

创建的池已被选中，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9：在Network Name Resolution Servers（网络名称解析服务器）窗格中，为您

的网络配置相应的值：

 

步骤20：在NAT Exempt（NAT豁免）窗格中，选择Exempt VPN Traffic from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从网络地址转换中豁免VPN流量）复选框。选择inside（内部）

作为内部接口的值，并点击Local Network（本地网络）旁边的省略号（...）。

步骤21：在Browse Local Network（浏览本地网络）对话框中，选择Internal-Nets，然

后点击OK（确定）：

 

步骤22：在NAT Exempt（NAT豁免）窗格中，检查配置，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23：在VPN向导的步骤9中，检查并确保Allow Web Launch（允许Web启动）复

选框被选中，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24：检配置总结，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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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vpn
        enable outside
      object network NETWORK_OBJ_10.10.28.0_23
        subnet 10.10.28.0 255.255.254.0
      webvpn
        tunnel-group-list enable
        anyconnect image disk0:/anyconnect-win-3.0.3054-k9.pkg 1
        anyconnect image disk0:/anyconnect-macosx-i386-
3.0.3054-k9.pkg 2
        anyconnect enable
      ! write client profile “disk0:/AnyConnect-profile_client_
profile.xml” to ASA
      webvpn
        anyconnect profiles AnyConnect-profile_client_profile 
disk0:/AnyConnect-profile_client_profile.xml
      exit
      aaa-server AD protocol nt
      aaa-server AD (inside) host 10.10.48.10
        timeout 5
        nt-auth-domain-controller AD-3
      exit
      ssl trust-point ASDM_TrustPoint0 outside
      ip local pool AnyConnect-pool 10.10.28.1-10.10.29.254 mask 
255.255.254.0
      group-policy GroupPolicy_AnyConnect-profile internal
      group-policy GroupPolicy_AnyConnect-profile attributes
        vpn-tunnel-protocol ssl-client ikev2
        webvpn
          anyconnect profiles value AnyConnect-profile_client_
profile type user
      exit
      group-policy GroupPolicy_AnyConnect-profile attributes
        dns-server value 10.10.48.10
        wins-server none
        default-domain value cisco.local

      exit
      tunnel-group AnyConnect-profile type remote-access
      tunnel-group AnyConnect-profile general-attributes
        default-group-policy GroupPolicy_AnyConnect-profile
        authentication-server-group  AD 
        address-pool  AnyConnect-pool
      tunnel-group AnyConnect-profile webvpn-attributes
        group-alias AnyConnect-profile enable
      crypto ikev2 policy 1
        group 2 5
        encryption aes-256
      crypto ikev2 policy 10
        group 2 5
        encryption aes-192
      crypto ikev2 policy 20
        group 2 5
        encryption aes
      crypto ikev2 policy 30
        group 2 5
      crypto ikev2 policy 40
        group 2 5
        encryption des
      crypto ikev2 enable outside client-services port 443
      crypto ikev2 remote-access trustpoint ASDM_TrustPoint0
      crypto ipsec ikev2 ipsec-proposal AES256
        protocol esp encryption aes-256
        protocol esp integrity sha-1 md5
      crypto ipsec ikev2 ipsec-proposal AES192
        protocol esp encryption aes-192
        protocol esp integrity sha-1 md5
      crypto ipsec ikev2 ipsec-proposal AES
        protocol esp encryption aes
        protocol esp integrity sha-1 md5
      crypto ipsec ikev2 ipsec-proposal 3DES
        protocol esp encryption 3des
        protocol esp integrity sha-1 md5
      crypto ipsec ikev2 ipsec-proposal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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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这些配置步骤将应用以下CLI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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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ocol esp encryption des
        protocol esp integrity sha-1 md5
      crypto dynamic-map SYSTEM_DEFAULT_CRYPTO_MAP 65535 set  
ikev2 ipsec-proposal  AES256 AES192 AES 3DES DES
      crypto map outside_map 65535 ipsec-isakmp dynamic SYSTEM_
DEFAULT_CRYPTO_MAP
      crypto map outside_map interface  outside
      nat (inside,outside) 1 source static Internal-Nets 
Internal-Nets destination static NETWORK_OBJ_10.10.28.0_23 
NETWORK_OBJ_10.10.28.0_23 no-proxy-arp route-lookup

 

same-security-traffic permit intra-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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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同一接口内的流量以允许VPN用户（特别是采用IP电话的远程员工）相互间通信将

至关重要。

步骤1：点击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

口），选择Enable traffic between two or more hosts connected to the same 

interface（支持连接至同一接口的两个或多个主机之间的流量）复选框，然后点击

Apply（应用）。

 

执行这些配置步骤将应用以下CLI配置：

如果您将该配置直接应用于ASA的CLI，您需要通过ftp、tftp或某些其他

的文件传输机制上传相应的AnyConnect客户端软件包。

技术提示

程序2 允许VPN客户端之间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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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inside 0.0.0.0 0.0.0.0 10.10.27.1 tunne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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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访问VPN客户端使用全隧道连接来传送其所有流量到总部，因此来往于互联网的流

量可通过防火墙、IDS和可选策略控制来检测，例如思科Web安全设备。往返于互联网

的流量必须路由到专有局域网上的设备，以便ASA的策略引擎能够正确处理流量。配置

隧道缺省网关路由，以将来自联网VPN用户的所有流量转发至核心交换机。

步骤1：点击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 Routing（路由） > 

Static Routes（静态路由），然后点击Add（添加）。

步骤2：配置下列值：

● Interface（接口）:inside
● Network（网络）:0.0.0.0/0，或者点击省略号（...）并点击Any（任意）。

● Gateway IP（网关IP）: 10.10.27.1
● Options（选项）:选择Tunneled （Default tunnel gateway for VPN traffic）（隧道

（VPN流量的默认隧道网关）），点击OK。

 

程序3 配置隧道缺省网关
步骤3：检查配置，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执行这些配置步骤将应用以下CLI配置：

这一程序将建立一个初始配置，以支持网络对于灵活路由环境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如果

网络仅有一个缺省路由（通常通过集成互联网边缘设备），到所有VPN客户端的连接可

通过遵循指定的默认路由来发现。随着网络增长到可提供更多缺省路由（按标准进行选

择，通过动态路由进行广播），到VPN客户端的基于缺省路由的路由选择可能无法提供

一个可行的选择。这一程序通过EIGRP广播远程员工的地址，可确保整个企业中的VPN

客户端和远程员工子网均可以进行访问。

程序4 配置反向路由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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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 dynamic-map SYSTEM_DEFAULT_CRYPTO_MAP 65535 set 
reverse-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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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依次点击Configuration（配置）> Remote Access VPN（远程接入VPN）> 

Network （Client） Access（网络（客户端）接入）> Advanced（高级）> IPsec> Crypto 

Maps（加密映射表）。在外部接口上选择默认动态加密策略，然后点击Edit（编辑）。

 

步骤2：在Edit IPsec Rule（编辑IPsec规则）对话框中，点击Tunnel Policy （Crypto Map） 

– Advanced（隧道策略（加密映射表） – 高级）选项卡，选择Enable Reverse Route 

Injection（启用反向路由注入）复选框，点击OK（确定），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执行这些配置步骤将应用以下CLI配置：

程序5 连接SSL VPN客户端

步骤1：针对SSL VPN访问，打开一个Web浏览器，访问VPN头端的IP地址或DNS名称

当登录提示出现，输入一个被允许通过思科AnyConnect客户端访问网络的适当用户名

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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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许多企业出于各自不同的需求，都希望在远程站点（总部之外的地点）也能实现高效办

公。无论是需要尽可能接近服务人群的连锁饭店，需要地区仓库的货运公司，还是各个

下属学校都分散分布在某个地理区域的教育机构，它们和其它更多类型的机构都需要分

散分布的员工。

为支持这些分散的员工，挑战之一就是如何使远程站点的员工能够访问位于企业总部的

信息和应用。即使应用服务器或部分数据分布在其他地点，它们一般也会在中央地点备

份，以提高效率。数据会进行整合，以供所有人使用。这意味着企业需要一个网络来将

这些分布于广泛区域的站点连接起来。根据远程站点在无法连接中央地点时运营能力的

不同，它们可能需要部署不同可靠性的网络设备和传输线路。

管理分散型企业IT需求的另一挑战在于，如何在广域网上提供能够满足应用性能需求的

连接。为了最大限度提高员工的生产力和效率，远程站点的用户能够享有与总部员工相

同的应用性能和功能。漫长的等待或超时会使客户不满意，进而造成业务损失。

广域网的硬件和拓扑结构不得对增长和扩张要求造成限制。广域网设计必须具有充分的

灵活性，以支持广域网的地域增长，为特定服务区域的其他远程站点提供可扩展的连接

性，以及支持分层连接模式来满足企业向新区域扩张的需要。

广域网的特性就是它传输的距离越远，就越复杂，因此也就更容易发生故障。企业面临

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带宽、设备和永续性成本与网络中断造成的工作效率和业务损失成本

之间取得平衡。

广域网模块

技术概述

广域网汇聚是总部与远程站点间的连接点。广域网设计以电信运营商提供的专线连接为

基础。鉴于广域网服务十分广泛，而且有多种可行的软硬件配置，本部署指南提供了一

个以太网连接第三层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广域网服务的普通示例。此外，本指南

还提供了能在总部或远程站点广域网接口上使用的部署示例。广域网互联所有地点，在

总部汇聚互联网的访问流量。广域网设计针对以下两种尺寸范围提供了指导： 
● WAN-25使总部广域网连接性可以容纳约25个远程站点（使用Cisco 3925 ISR G2）

图19. WAN-25远程站点汇聚

站点1 站点2 站点... 站点25

广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 WAN-75支持规模更大的广域网，最多可支持将75个站点汇聚至一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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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N routers selection criteria includes more than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routing packets between locations; to be flexible enough to provide a long 
service period, the router may need to support several additional functions:

•	 Voice media and gateway services for IP telephony 

•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services

•	 Security functions through the capabilities provided by integrated 
software features or hardware service modules

•	 Additional connectivity or resilience options through integrated, 
hardware-accelerated VPN support

The Cisco 3945 and Cisco 3925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s Generation 2 
(ISR G2) are the recommended options for the headquarters WAN router to 
provide the routing capacity to support twenty remote sites, each with T1/E1 
connectivity speeds or below. 

•	 The Cisco 3945 and 3925 ISR are flexible, modular platforms that enable 
high-speed routing and other services—such as voice—for connectivity 
needs between the headquarters and remote sites. 

•	 The Cisco 3945 and 3925 offer future-proofing and investment pro-
tection. These routers support an upgradable motherboard if higher 
performance is required in the future; they also support the T3/E3 
network module for high-speed WAN connectivity.

•	 The router at the main site can also provide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edia resources and gateway functions. 

The remote-site design supports up to 25 users with computers, IP phones, 
and wireless. The computers will access desktop applications, email, and 
other company applications over the WAN; these applications are served 
from the headquarters’ server room, The IP phone system is also supported 
through the WAN. 

The Cisco ISR G2 family routers, 881, 2911, 2921, and 2951 are the platform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connecting the remote site via the WAN back 
to the headquarters: 

•	 The selected platforms provide the processing power necessary to 
support a T1/E1 of bandwidth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grow.

•	 All four platforms provide integrated services with voice gateway capa-
bility for local connectivity to the PSTN.

•	 Cisco ISR G2 2900-series routers provide wide-area application ser-
vices SRE for optimization of data, voice, and video over the WAN.

Remote-site router platform selection is based on the greater of the follow-
ing parameters:

Table 3 -  Remote-site WAN router selection parameters

Suggested Platform Users at Remote Site WAN Bandwidth

Cisco 881 5 Up to 3 Mbps

Cisco 2911 15 Up to 10 Mbps

Cisco 2921 25 Up to 20 Mbps

Cisco 2951 40 Up to 45 Mbps

Deployment Details
Remote-site configuration consists of several processes:

•	 Provide headquarters WAN aggregation

•	 Configure remote-site routing

•	 Configure remote-site LAN access switch

•	 Set up headquarters-to-regional site connection

Headquarters WAN Router

This process describes the configuration processes for the headquarters 
WAN routers.

Figure 20 - Example of remote-site WAN routing topology and 
configuration values

在挑选广域网路由器时不仅仅要考虑它在不同地点间路由数据包的主要功能，还应考虑

该产品是否具备足够的灵活性，能够提供较长的使用期限。此外，该路由器还应支持以

下几项功能：

● 针对IP电话的语音媒体和网关服务

● 应用优化服务

● 贯穿集成软件特性或硬件服务模块各项能力的安全功能

● 集成硬件加速VPN支持带来的额外连接或永续性

Cisco 3945和Cisco 3925第二代集成多业务路由器（ISR G2）作为我们推荐的总部广

域网路由器产品，能够提供出色的路由功能，可支持20个远程站点，每个站点的连接

速度不高于T1/E1。
● Cisco 3945和3925 ISR是灵活的模块化平台，支持高速路由和语音等其它服务，能

够满足总部和远程站点间的连接需求。

● Cisco 3945和3925可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并提供出色的投资保护如果需要较高的

性能，这些路由器的母板能够在将来进行升级；此外它们还支持T3/E3网络模块，可

提供高速广域网连接。

● 位于主站点的路由器还能提供统一通信媒体资源和网关功能。

远程站点设计能够支持最多25位电脑、IP电话和无线网络用户。计算机将通过广域网访

问桌面应用、电子邮件和其他的公司应用；这些应用由总部的服务器机房提供。另外IP

电话系统也由广域网提供支持。

Cisco ISR G2系列路由器——881、2911、2921和2951是能够将远程站点通过广域网

连接回总部的平台。

● 这两个选中的平台提供必要的处理能力，能够支持T1/E1带宽，并具有可扩展性。

● 所有四个平台都提供具有语音网关功能的集成服务，用于到PSTN的本地连接。

● Cisco ISR G2 2900系列路由器提供广域应用服务SRE，用于优化广域网上的数据、

语音和视频。

远程站点路由器平台的选择根据以下多项参数进行：

广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表3. 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选择参数

建议的平台 远程站点用户 广域网带宽

Cisco 881 5 高达3 Mbps

Cisco 2911 15 高达10 Mbps

Cisco 2921 25 高达20 Mbps

Cisco 2951 40 高达45 Mbps

部署详情

远程站点配置包含多个流程：

● 提供总部广域网汇聚

● 配置远程站点路由

● 配置远程站点局域网接入交换机

● 建立总部到地区站点连接

总部广域网路由器 

此流程介绍了总部广域网路由器的配置过程。

图20. 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拓扑和配置值示例

 总部 WAN 远程站点

核心局域网交

换机

广域网

路由器

广域网

路由器

接入层

交换机EIGRP 静态 静态 静态



93

 

vlan 132
  name core-wan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2/23,GigabitEthernet2/2/23
  description Etherchannel to WAN Router 
  switchport
  channel-group 32 mode on

广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通过完成以下每个步骤，来配置总部/区域站点广域网。

读者提示

任何具体的接口和IP地址都是示例，它们用于思科实验室对本指南进行验证。

您的接口和IP地址可能会有所不同。

配置总部广域网路由器

1. 配置总部核心交换机

2. 应用广域网路由器基本配置

3. 配置总部广域网QoS 

4. 配置总部路由器局域网上行链路

5. 配置总部路由器广域网链路

6. 配置广域网路由器静态路由

7. 配置总部广域网路由器EIGRP 

总部广域网路由器通过两个采用EtherChannel的千兆以太网接口连接到核心层交换

机，以提供高可用性。EtherChannel中的每个接口都连接到核心层堆叠或模块化交换

机中的一个不同交换机或刀片。

图21. 核心交换机上的EtherChannel下行链路

 

步骤1：在总部核心交换机上，创建一个VLAN。

步骤2：将接口分配到EtherChannel port-group（端口组）。

程序1 配置总部核心交换机

流程

 总部 广域网 区域站点

核心局域网

交换机

广域网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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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Port-channel32
  description WAN Router
  switchport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32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panning-tree portfast edge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132
  ip address 10.10.32.1 255.255.255.128
  ip pim sparse-mode
  no shutdown

router eigrp 1
  no passive-interface Vlan132

 

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10.10.32.254 255.255.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0
ntp source Loopback

ip multicast-routing

ip pim rp-address 10.10.15.252 10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access-list 10 permit 239.1.0.0 0.0.255.255

interface Loopback0 
  ip pim spars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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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定义一个编号与物理接口的通道组匹配的端口通道接口。

  

步骤4：设置VLAN的SVI并分配其IP地址。

步骤5：在广域网路由器将连接的VLAN上启用EIGRP对等连接。

技术提示

4507和3750X核心交换机仅要求使用spanning-tree portfast命令。

总部广域网路由器需要基本的全局配置，以满足管理访问和网络时间配置等基础设

施要求。总部广域网路由器经配置使用回环接口来发起其部分管理平面流量，以便

无论其他接口的状态和将发送至网络的流量的方向如何，均可确保一致的源地址。

广域网路由器必须配置用于参与网络的组播环境，以便远程站点可以访问总部站点

组播分发的内容。

步骤1：应用在本指南前面的“全局配置模块”部分中介绍的配置。

步骤2：定义总部广域网路由器的回环接口，并应用IP地址。

步骤3：配置管理平面服务以便使用回环接口。

步骤4：启用IP组播路由。

步骤5：定义组播RP和组播子网。

步骤6：在回环接口上启用IP组播路由。

程序2 应用广域网路由器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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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p match-any DATA
  match ip dscp af21
class-map match-any INTERACTIVE-VIDEO
  match dscp cs4 af41
class-map match-any CRITICAL-DATA
  match dscp cs3 af31
class-map match-any VOICE
 match dscp ef
class-map match-any SCAVENGER
  match ip dscp cs1 af11
class-map match-any NETWORK-CRITICAL
  match ip dscp cs2 cs6

policy-map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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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QOS-POLICY
  class class-default
    shape average 10m
   service-policy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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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域网路由器配置用于对到广域网的流量应用排队和整形，以确保在从局域网上的千兆

位连接向广域网中提供的兆位（或更低）速度转变时，关键和延迟敏感型流量能够优先

交付。

策略映射表配置包括广域网链路带宽声明，因此接口的输出整形可以针对各种流量类别

设置带宽分配。整形平均值由广域网电路的线速决定，如下表中的示例所示。

表4. 针对不用广域网线路速率的QoS整形平均值

程序3 配置总部广域网QoS 

线路速度 整形平均值

384 Kbps 384k

T1: 1.44 Mbps 1440k

E1: 1.5 Mbps 1500k

10 Mbps 10m

该配置将应用于总部和地区站点广域网路由器，以及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

步骤1：应用配置，以定义QoS分类器。

步骤2：定义一个策略映射表（policy-map），说明针对不同类别的带宽分配情况。

步骤3：将带宽分配策略映射表与将分配给广域网接口的策略映射表中的广域网链路线

路速率进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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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Port-channel1
  ip address 10.10.32.126 255.255.255.128
  ip pim sparse-mod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1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description MPLS WAN Uplink
  ip address 192.168.5.129 255.255.255.252 
  ip pim sparse-mode
  no shutdown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QOS-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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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路由器连接到核心层交换机，两个千兆以太网接口都使用EtherChannel，以提供

高可用性。EtherChannel中的每个接口都连接到核心层堆叠或模块化交换机中的一个

不同交换机或刀片。

图22. 到核心层的总部广域网路由器EtherChannel上行链路

 

步骤1：设置总部广域网路由器用于连接至核心层的EtherChannel接口，并定义IP地址。

步骤2：向EtherChannel分配物理接口。

程序4 配置总部路由器局域网上行链路 程序5 配置总部路由器广域网链路

配置总部广域网路由器，连接至以太网MPLS WAN连接。

图23. 总部广域网路由器广域网接口

步骤1：在路由器的以太网广域网接口上配置IP地址。

步骤2：将QoS程序步骤的广域网QoS整形与排队策略应用于此接口。

QoS策略的整形平均配置将取决于广域网连接的速度，如QoS策略映射表中所定

义的。

 总部 广域网 区域站点

核心局域网

交换机

广域网

路由器

 总部 广域网 区域站点

核心局域网

交换机

广域网

路由器

广域网

路由器

接入层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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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route 10.11.0.0 255.255.0.0 192.168.5.130 

ip route 192.168.5.128 255.255.255.224 192.168.5.130 

 

router eigrp 1
  eigrp router-id 10.10.32.254

network 10.10.0.0 0.0.255.255 
no auto-summary 

router eigrp 1 
  passiv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router eigrp 1 
  redistribute static metric 50000 100 255 1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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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路由器采用静态路由，将来自各个局域网的流量转发至通过广域网相连的站点。如

果远程站点或总部路由器针对前往广域网的流量仅拥有一个下一跳选择，那么静态路由

是复杂性最低的方案。静态路由配置为所有到广域网中下一跳设备的远程站点局域网指

定了一个汇总路由，同时为远程站点路由器的广域网接口指定了一个路由。

图24. 总部广域网路由器静态路由拓扑

 

步骤1：在总部路由器上配置到远程站点局域网的静态路由。

步骤2：配置到远程站点路由器广域网接口的静态路由。

程序6 配置广域网路由器静态路由 程序7 配置总部广域网路由器EIGRP 

广域网路由器将与核心交换机建立EIGRP邻接关系，以交换动态路由更新。

步骤1：要启用动态路由，可使用与参与动态路由的局域网中的其他设备相同的自治系

统编号配置EIGRP，将路由器实例设置为使用路由器回环接口上的地址作为路由器ID。

步骤2：使用网络命令，在本路由器指定网络范围内的所有接口上启用EIGRP，并配置

路由进程，以便路由在通告前不会进行汇总。

步骤3：配置EIGRP，以便MPLS广域网接口不参与EIGRP。

步骤4：配置EIGRP，将静态路由通告给远程站点。静态路由基于特定的度量值

（metric）重分布至EIGRP。缺省情况下，metric计算只会考虑带宽和延迟值。

技术提示

为了支持众多基于路由器的服务正常运行，通告WAN接口的子网是确保能

够从核心网络到达远程站点‘路由器’WAN接口的最简单方案。

 总部 广域网 区域站点

核心局域网

交换机

广域网

路由器

广域网

路由器

接入层

交换机
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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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

此模块介绍了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的配置过程。

读者提示

任何具体的接口和IP地址都只用作示例，是由验证本指南中架构的思科实验室

决定的。您的接口和IP地址可能会有所不同。

通过完成以下每个步骤，来配置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远程站点被分配了8个/24子

网，能够随着网络地址要求的变化，提供足够的连接和地址灵活性。路由器配置有以下

VLAN和地址分配模式。

配置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

1. 应用广域网路由器全局配置

2. 应用广域网路由器回环接口

3. 配置广域网路由器QoS策略

4. 配置远程站点路由器接口

5. 配置远程站点静态路由

6. 配置远程站点路由器局域网链路

7. 配置远程站点组播路由

8. 配置远程站点局域网DHCP池

表5. 远程站点1 VLAN

VLAN编号 用途 站点0 IP子网 站点1 IP子网 站点2 IP子网 站点n IP子网

无 基础设施 10.11.0.0/21 10.11.8.0/21 10.11.16.0/21 10.11.n*8.0/21

64 有线数据 10.11.4.0/24 10.11.12.0/24 10.11.20.0/24 10.11.n*8+4.0/24

65 无线数据 10.11.2.0/24 10.11.10.0/24 10.11.18.0/24 10.11.n*8+2.0/24

69 有线语音 10.11.5.0/24 10.11.13.0/24 10.11.21.0/24 10.11.n*8+5.0/24

70 无线语音 10.11.3.0/24 10.11.11.0/24 10.11.19.0/24 10.11.n*8+3.0/24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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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10.11.0.1 255.255.25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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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域网模块2012年上半年

广域网路由器需要基本的全局配置，以满足管理访问和网络时间配置等基础设施要求。

步骤1：应用在本指南前面的“全局配置模块”部分中介绍的配置。

分支广域网路由器可使用回环接口作为路由器服务可靠的IP地址，如web缓存重定向、

路由器电话资源和管理地址。

步骤1：定义路由器的回环接口。

步骤2：将管理服务配置为使用回环接口作为其源地址。

程序1 应用广域网路由器全局配置 程序3 配置广域网路由器QoS策略

程序4 配置远程站点路由器接口

程序2 应用广域网路由器回环接口

步骤1：执行上文所述的总部广域网QoS策略配置程序，因为它对于远程站点来说是相

同的。针对每个站点的广域网线路速率定义整形平均值，以便接口的输出整形可以针

对各种流量类别设定带宽分配。整形平均值由广域网电路的线速决定，如下面的示例

所示：

表6. 整形平均值

您必须在连接至电信运营商的MPLS专有广域网的以太网接口上配置一个IP地址。

图25. 远程站点路由器上的IP地址，用于连接至广域网

线路速度 整形平均值

384 Kbps 384k

T1: 1.44 Mbps 1440k

E1: 1.5 Mbps 1500k

10 Mbps 10m

 总部 广域网 区域站点

核心局域网

交换机

广域网

路由器

广域网

路由器

接入层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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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description MPLS WAN Uplink
  ip address 192.168.5.133 255.255.255.252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QOS-POLICY
  no shutdown 

 

ip route 0.0.0.0 0.0.0.0 192.168.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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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配置路由器的以太广域网接口的IP地址，并应用广域网QoS策略。

远程站点采用到MPLS WAN的静态路由将所有流量转发至总部或地区站点的汇聚路

由器。

图26. 远程站点到MPLS广域网的静态缺省路由

步骤1：配置静态缺省路由，将所有的远程站点局域网流量转发至广域网，继而转发到

总部路由器。

程序5 配置远程站点静态路由

程序6 配置远程站点路由器局域网链路

除了以下几点外，远程站点路由器以太网配置都与总部类似：

● 有更多子接口，这是因为路由器在远程站点通过一个VLAN trunk接口为数据和语音

VLAN提供第三层交换功能

● 如果使用了单一机箱接入交换机（相对于堆叠），而不是双链路连接的

EtherChannel，则对于通过单一链路连接到接入层的远程站点有一个选项。

● 小型远程站点还可以选择使用Cisco 888路由器将接入交换机连接至其集成以太网交

换机中的以太网端口。

图27. 从局域网交换机到远程站点路由器的上行链路

 总部 广域网 区域站点

核心局域网

交换机

广域网

路由器

广域网

路由器

接入层

交换机静态

远程站点

广域网

路由器

接入

交换机
IP电话 用户

接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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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Port-channel1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1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2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interface Port-channel1.64
 description Wired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4
 ip address 10.11.4.1 255.255.255.0
!
interface Port-channel1.69
 description Wired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69
 ip address 10.11.5.1 255.255.255.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4 
  description Wired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4 
  ip address 10.11.4.1 255.255.255.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9 
  description Wired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69 
  ip address 10.11.5.1 255.255.255.0

interface FastEthernet0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2,64,69,1002-1005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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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1. 配置到局域网交换机的Etherchannel链路

该选项通过一个用于添加冗余性的多链路Etherchannel将远程站点ISR G2路由器连接至

接入交换机堆叠。

步骤1：配置到远程站点以太网交换机的远程站点路由器连接。

步骤2：配置L3子接口的IP地址，该地址将为远程站点的子网提供路由，并将其与用于

子接口的802.1q标记进行匹配。

选项2. 配置与局域网交换机连接的单以太网链路

该选项将远程站点ISR G2路由器连接至具有单一以太网连接的单一成员接入交换机。

步骤1：配置到远程站点以太网交换机的远程站点路由器连接。

步骤2：配置第三层子接口的IP地址，该地址将为远程站点的子网提供路由，并将其与

用于子接口的802.1q标记进行匹配。

选项3. 将Cisco 881连接至局域网交换机

该选项将远程站点Cisco 881路由器连接至具有单一以太网连接的单一成员接入交换

机。该选项与之前的两种选项有很大不同，因为Cisco 881的局域网连接性由嵌入式以

太网交换机提供。

步骤1：配置到远程站点以太网交换机的远程站点路由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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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Vlan64
 description Wired Data
 ip address 10.11.4.1 255.255.255.0
!
interface Vlan69
 description Wired Voice
 ip address 10.11.5.1 255.255.255.0

ip pim sparse-mode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0.11.4.1 10.11.4.10 
ip dhcp pool wired-data 
   network 10.11.4.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0.11.4.1 
   domain-name cisco.local 
   dns-server 10.10.48.10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0.11.5.1 10.11.5.10 
 ip dhcp pool wired-voice 
    network 10.11.5.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0.11.5.1 
    domain-name cisco.local
    dns-server 10.10.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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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配置第三层子接口的IP地址，该地址将为远程站点的子网提供路由，并将其与

用于中继上的VLAN的802.1q标记进行匹配。

执行本指南前面所述的配置总部广域网组播路由程序，因为该程序对于各远程站点都是

相同的。将组播配置应用于所有将参与组播路由的接口，包括路由器的回环接口。

远程站点在广域网路由器上使用本地DHCP服务，来为IP电话、无线接入点、用户的笔

记本和台式机电脑以及其他终端设备分配基本的网络配置。

步骤1：为数据终端配置DHCP范围，这其中不包括针对子网中前10个地址的DHCP分配。

程序7 配置远程站点组播路由

程序8 配置远程站点局域网DHCP池

步骤2：为语音终端配置DHCP范围，这其中不包括针对子网中前10个地址的DHCP分

配。语音终端要求一个选项字段，以告知它们在哪里找到其初始配置。不同的供应商

使用不同的选项字段，因此根据您选择的语音产品编号会有所不同（例如，思科使用

DHCP选项150）。

远程站点配置侧重于Cisco 2960-S、3560-X和3750-X交换机，不包括4507R+E基于机

箱的交换机。远程站点局域网接入交换机的配置与总部局域网接入交换机的配置非常相

似，因此本节未提供关于特性的详细描述。如果您对特性实施详情有任何疑问，请参见

本指南前面的配置总部广域网路由器一节。

流程

配置远程站点局域网接入交换机

1. 设置全局和平台特定设置

2. 配置接入交换机

3. 配置接入端口

4. 配置接入交换机上行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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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switch number] priority 15 

stack-mac persistent timer 0 

macro name AccessEdgeQoS 
auto qos voip cisco-phone 
@
! 
macro name EgressQoS 
mls qos trust dscp 
queue-set 2 
srr-queue bandwidth share 1 30 35 5 
priority-queue out 
@

 

vtp mode transparent 
spanning-tree mode rapid-pvst 
udld enable 
port-channel load-balance src-dst-ip

vlan 64,69

interface vlan 64 
  ip address 10.11.4.5 255.255.255.0 
  no shutdown 
  ip default-gateway 10.11.4.1 

ip dhcp snooping vlan 64,69 
  no ip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option 
  ip dhcp snooping 
  ip arp inspection vlan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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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站点局域网接入交换机需要基本的全局配置，以满足管理访问和网络时间配置等基

础设施要求。

步骤1：应用在本指南前面的“全局配置模块”部分中介绍的配置。

步骤2：当在堆叠中进行配置时，Catalyst 2960-S和3750-X交换机平台在配置交换机

特性和服务之前，要求进行初始配置。如果远程站点未使用由三个或更多2960-S或

3750-X交换机组成的堆叠，可以跳过此步骤。将未提供到广域网路由器的上行链路的

交换机配置为堆叠主交换机。

步骤3：如果远程站点未使用2960-S堆叠或3750-X堆叠，可以跳过此步骤。使用stack-

mac persistent timer 0命令，确保故障后，原来的主MAC地址仍是堆叠MAC地址。

步骤4：为了简化QoS的一致部署，您需要为每个平台定义两个宏，供您在后续流程中

应用平台特定的QoS配置时使用。

程序1 设置全局和平台特定设置 程序2 配置接入交换机

步骤1：配置设备永续性特性和EtherChannel负载平衡行为。

步骤2：在交换机上配置数据和语音VLAN，以便能够配置到客户端、IP电话和带内管

理接口的连接。数据和语音VLAN将在所有面向用户的接口上提供。

● 有线数据VLAN（64）支持除IP电话之外的所有连接设备访问网络，并被用于远程站

点，以提供到交换机的管理访问。

● 有线语音VLAN（69） 为IP电话提供网络访问功能。

所有远程站点均使用相同的VLAN。

步骤3：为交换机配置一个IP地址，以便能够通过带内连接对其进行管理。

步骤4：配置DHCP监听和ARP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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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 0/1-23 

interface range [interface type] [port number]–[port number] 
switchport access vlan 64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port voice vlan 69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AccessEdgeQoS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maximum 11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aging time 2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aging type inactivity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violation restrict 

ip arp inspection limit rate 100 
ip dhcp snooping limit rate 100 

ip verify source 

spanning-tree bpduguard enable

no auto qos voip
auto qos trust dscp

 

interface range [interface type] [port 1], [interface type] 
[port 2]
switchport 
macro apply EgressQoS 
channel-group 1 mode on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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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向交换机上的多个接口应用相同配置时，为节省时间和简化配置，请使用interface 

range命令。您只需发出一次该命令，就能将其同时应用到多个接口。例如，以下命令

使您能同时在全部23个接口（Gig 0/1到Gig 0/23）上输入命令。

步骤1：配置交换机接口，以支持客户端和IP电话。

主机接口配置支持PC、电话或无线接入点。交换机上提供有内嵌电源，可以为相关设

备提供802.3AF/AT支持。

步骤2：在接口上配置端口安全。

步骤3：在接口上应用DHCP监听和ARP检测。

步骤4：在接口上配置IP源防护。

程序3 配置接入端口
步骤5：在接口上配置BPDU防护。

步骤6：（可选）：为可信访问设备配置QoS。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希望信任来自访问端口设备（如视频终端或无线接入点）的QoS

标记。要在一个接口上信任设备的QoS，请输入以下命令：

远程站点访问交换机可配置为连接单一链路，或者在理想情况下，使用一个多链路

EtherChannel连接，以提供更大的容错功能。一个802.1Q trunk用于连接上游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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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设置为可信。

选项1. 配置接口作为EtherChannel的成员，以支持多链路EtherChannel上行

链路

步骤1：配置到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的物理链路。

将两个或多个物理接口配置为EtherChannel成员。在配置逻辑端口通道接口前，先配

置属于第二层EtherChannel成员的物理接口。按此顺序进行配置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所

需操作，因为大多数输入端口通道接口的命令会复制到其成员接口，而无需人工复制。

程序4 配置接入交换机上行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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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Port-channel1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64,69 
  switchport mode trunk 
  ip arp inspection trust 
  ip dhcp snooping trust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port 1] 
  switchport 
  macro apply EgressQoS 
  no shutdown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port 1]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64,69 
  switchport mode trunk 
ip arp inspection trust 
ip dhcp snooping trust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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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配置上行链路VLAN中继。

当您采用EtherChannel时，接口类型为端口通道，编号必须与在步骤1中配置的通道组

相匹配。

技术提示

Catalyst 2960-S不需要使用switchport命令。

技术提示

Catalyst 2960-S不需要使用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选项2. 配置一个用于单链路连接的接口

步骤1：配置到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的物理链路。

步骤2：配置一个用于单链路连接的接口。

技术提示

Catalyst 2960-S不需要使用switchport命令。

技术提示

Catalyst 2960-S不需要使用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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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凭借在任意地点都能保持联网的能力，当今的员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效。有线网

络端口设计在用户坐在办公桌旁或另一预布线地点时为其提供网络连接，而作为该设计

的一部分，无线网络则能为会议提供移动连接，将咖啡馆或其它会晤场所转变为临时会

议室无线网络使用户能随时保持联网和信息传输，突破建筑物的物理限制。

远程站点和总部用户能通过相同方式和身份验证数据库连接语音和数据服务，为企业用

户打造一个无缝的业务环境。

其优势包括： 
● 不受限于位置的网络接入——提高了员工生产率。

● 额外的网络灵活性——可以到达那些难于进行布线的位置，避免了高昂的建设成本 
● 易于管理和运营——实现对分布式无线环境的集中控制。

● 即插即用部署——局域网交换机进行了预配置，能够识别与任意接入端口相连的新接

入点。

● 高度富有弹性的部署模式——保持对重要资源的访问。

技术概述

随着工作环境变得日益移动化，企业的需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思科技术和产品正在不

断演进，通过专注于不断扩展的无线功能来满足这些需求。思科建议使用一个支持语音

和数据服务的无线移动网络，来为员工提供数据、视频和语音连接，为无线IP电话提供

语音连接，并为来访者提供无线访客互联网接入功能。

无线模块
本无线网络设计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易于部署，它安全、可扩展，覆盖了通过广域网相

连的总部和远程站点。它不包括在每个环境中都各不相同的无线射频（RF）设计。

过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独立无线接入点（AP），但每个接入点都需单独管理，

无法在整个网络中扩展网络功能。

这一新设计的核心采用了一个WLC设备，它能通过扩展，支持所需数目的接入点，

来达到需要的覆盖范围。在此设计中，思科建议使用一个最多能支持500个接入点的

Cisco 5500系列无线控制器。简单起见，该设计使用两个控制器设备，它们具有相同

的接入点覆盖范围，每个设备都能处理部署的每个接入点。如果一个控制器发生故障，

另外的控制器仍能支持此设计中的所有接入点。这一弹性设计被称为N+N设计，其中

“N”是指支持具体数量接入点的控制器。在我们的设计中，我们使用的是Cisco 5508 

WLC，它有8个小型可插拔（SFP）分布式端口，能为核心层外的服务器群交换机提供

以太通道连接，根据距离等因素，这种连接可选择用铜线或光纤。

图28. 无线局域网拓扑和VLAN交换

CAPWAP
数据

语音

访客

远程站点
接入点

核心层/
分布层

总部接入点

WAN

无线模块2012年上半年



107

 

 

无线模块2012年上半年

在总部使用的接入点是支持802.11a/b/g/n的Cisco 1140、1260和3500系列轻型接入

点。这些接入点通过标准802.3af PoE由接入层交换机进行供电，无需安装或改动现有

建筑物插座，就能部署接入点（通常情况下因为接入点一般安装在天花板上，常常需要

安装或改动插座）。

远程站点的AP通常以轻型模式运行。如果远程站点和总部之间的连接丢失，它们将恢

复为独立模式，允许客户端保持与局域网之间的连接。

部署无线移动功能则需要一个用于身份验证的RADIUS服务器和便于接入点定位WLC的

DNS项。

在总部，将有一个园区级数据无线局域网（WLAN）和一个独立语音WLAN，它们将在

WLC端接，然后进入各自的独立广播域。

每个远程站点也将配备相同的数据和语音WLAN，在远程站点内本地交换，以免在访问

本地资源时还要穿越广域网。另外，还为总部和所有远程站点部署了一个访客WLAN，

它通过隧道连接回总部WLC，进入一个特定VLAN，该VLAN连接至思科自适应安全设

备（ASA），提供安全的互联网访问功能，同时防止访客对整个企业网络的访问。访客

WLAN没有无线安全保护，使用开放式身份验证。对互联网的访问是通过使用Web身份

验证来进行控制的，它使用由持有来宾（Lobby Ambassador）帐户的用户在WLC 本

地创建的、会在一段时间后过期的访客帐户。

部署详情

无线局域网部署包含几个流程：

● 配置到核心层的WLAN连接

● 初始化无线控制器

每个WLC都至少通过一个链路连接至基于机箱的核心交换机上的不同线卡或多机箱核

心交换机的不同成员，以便提供冗余性。EtherChannel配置可在WLC和相邻交换机间

提供负载平衡和永续性。 

在以下配置中使用的VLAN适用于总部无线数据（116）、总部无线语音（120）和无线

访客（1176）。由于永续性或可扩展性要求而需要一个以上WLC的网络将需要执行以

下步骤，为每个无线控制器分配端口通道和添加物理端口通道。

表7. 用于WLC下行链路的交换机端口和端口通道

流程

配置到核心层的无线局域网连接

1. 针对 WLC连接准备核心交换机

程序1 针对 WLC连接准备核心交换机

WLC名称 端口通道编号 物理交换机端口编号

WLC-5508-1 11 GigabitEthernet 1/0/11 

GigabitEthernet 2/0/11

WLC-5508-2 12 GigabitEthernet 1/0/12 

GigabitEtherne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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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16
 name wireless-data 
vlan 120
 name wireless-voice 
vlan 1176
 name wireless-guest 

interface Vlan116
  description Wireless Data
  ip address 10.10.16.1 255.255.252.0
  ip helper-address 10.10.48.10
  ip pim sparse-mode
  no shutdown
!
interface Vlan120
  description Wireless Voice
  ip address 10.10.20.1 255.255.252.0
  ip helper-address 10.10.48.10
  ip pim sparse-mode
  no shutdown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11,GigabitEthernet2/0/11
 description Etherchannel to WLC-5508-1
 channel-group 11 mode on
 spanning-tree link-type point-to-point
 macro apply EgressQoS

interface Port-channel11
 description EtherChannel to WLC-5508-1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999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15,116,120,1176
 switchport mode trunk

无线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1：添加无线VLAN到核心交换机。

步骤2：针对无线数据和无线语音VLAN定义SVI第三层配置。添加ip helper-address配

置以将DHCP请求转发至DHCP服务器。

技术提示

无线访客VLAN的唯一第三层接口是互联网边缘防火墙上的缺省网关，访客

VLAN在这里访问互联网。核心交换机上没有SVI，以防止将访客VLAN直接路

由至局域网。

步骤3：以组的形式向端口通道分配物理端口，设置生成树配置，并应用QoS宏。

步骤4：配置端口信道，并向连接至核心交换机的端口信道添加无线VLAN。

步骤5：如果您计划使用一个以上的WLC提供WLC永续性和可扩展性，请针对额外的物

理端口和端口通道重复步骤3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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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Cisco Wizard Configuration Tool
Use the ‘-‘ character to backup
Would you like to terminate autoinstall? [yes]:
AUTO-INSTALL: starting now...
rc = 0
System Name [Cisco_7e:11:c4] (31 characters max):
AUTO-INSTALL: no interfaces registered.

AUTO-INSTALL: process terminated -- no configuration loaded

System Name [Cisco_7e:8e:43] (31 characters max): WLC-5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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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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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 Link Aggregation (LAG) [yes][NO]: yes

Management Interface IP Address: 10.10.15.11
Management Interface Netmask: 255.255.255.0
Management interface Default Router: 10.10.15.1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 Identifier (0 = untagged): 115

Management Interface DHCP Server IP Address: 10.10.48.10

Virtual Gateway IP Address: 192.168.255.1

Mobility/RF Group Name: SBA

Network Name (SSID): WLAN-data

Configure DHCP Bridging Mode [yes][NO]: no

Allow Static IP Addresses [YES][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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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C的基本配置通过CLI对话进行应用，通过WLC的控制台端口进行访问。管理地址将

根据下表中的矩阵进行分配。

表8. WLC管理地址

流程

程序1 运行WLC设置脚本

初始化无线控制器

1 运行WLC设置脚本

2  配置时区

3 禁用RADIUS管理访问

4 配置SNMP

5 配置WLC永续性

WLC名称 管理IP地址

WLC-5508-1 10.10.50.11

WLC-5508-2 10.10.50.12

将一个终端连接到WLC控制台端口，以访问WLC的文本设置对话框。

步骤1：在启动WLC之后，将显示设置脚本。

步骤2：输入系统名称。

步骤3：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4：为服务端口地址使用DHCP。

步骤5：启用链路汇聚。

步骤6：输入管理接口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

步骤7：为客户端输入默认DHCP服务器。

步骤8：输入虚拟接口。WLC使用虚拟接口用于移动性DHCP中继和控制器间通信。

步骤9：输入一个将用作默认移动和RF组的名称。

步骤10：输入WLAN-data的初始SSID或者您希望用作数据WLAN的SSID的SSID名称。

步骤11：接受默认回复no，以避免配置DHCP桥接模式。

步骤12：输入no，以便客户端使用DHCP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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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e a RADIUS Server now? [YES][no]: YES
Enter the RADIUS Server’s Address: 10.10.48.10
Enter the RADIUS Server’s Port [1812]:
Enter the RADIUS Server’s Secret: c1sco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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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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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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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ure a NTP server now? [YES][no]:YES
Enter the NTP server’s IP address: 10.10.48.17
Enter a polling interval between 3600 and 604800 secs: 86400

Configuration correct? If yes, system will save it and reset. 
[yes][NO]: YES
Configuration saved!
Resetting system with new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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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接受默认的YES来配置RADIUS。

步骤14：根据您部署该解决方案所在的国家，输入正确的国家代码。如果您不知道国

家代码，请输入help来获取一个有效国家代码的列表。

步骤15：输入yes启用所有无线网络。802.11a一般用于无线IP电话流量，802.11b/g/n

一般用于数据流量。

步骤16：输入yes，启用WLC的无线资源管理（RRM）自动RF功能。

步骤17：向企业的NTP服务器同步WLC时钟 

技术提示

本文附录B中提供了配置RADIUS身份验证服务器的基本程序。

步骤18：保存配置。如果您在该步骤中以no来响应，系统将在不保存配置的情况下重

启，您必须再次完成该程序。

步骤19：WLC重置之后，请通过兼容的web浏览器并使用步骤3中定义的凭证登录至思

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管理页面。（例如：https://10.10.15.11/）。如果您已为管理IP地址

添加了一个主机项，您还可使用DNS名称。

步骤20：在登录Web界面后，我们能在Monitor > Summary页面上确认WLC的基本健

康状态。

本页面显示正在运行的分布式端口（绿色）和已建立通信的接入点。

 

步骤21：针对第二个WLC重复这一程序。



111

  

无线模块2012年上半年

步骤1：在主用WLC上，浏览至Commands（命令）> Set Time（设定时间）。

步骤2：在Location（位置）列表中，选择WLC的位置所对应的时区。

步骤3：点击Set Timezone（设置时区）。

 

步骤4：针对第二个WLC重复这一程序。

程序2  配置时区 程序3 禁用RADIUS管理访问

通过在Initial Configuration（初始配置）对话框中配置RADIUS，允许所有用户访问

WLC的管理界面。RADIUS配置必须进行调整，以便防止所有用户进行管理访问。

步骤1：在主用WLC上，点击Security（安全性） > AAA > RADIUS > Authentication

（身份验证）。清空Management（管理）列中的复选标记。

 

步骤2：点击Apply（应用）。

步骤3：针对第二个WLC重复这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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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在主用WLC中，依次点击Management（管理）> SNMP > Communities（社

区），然后点击New（新建）。

步骤2：在SNMP v1/v2c Community（社区） > New（新建）窗口，按照描述填写

字段：

● 输入Community Name（社区名称）。（例如：cisco）
● 输入IP Address（IP地址）。（例如：0.0.0.0）
● 输入IP Mask（IP掩码）。（例如：0.0.0.0）
● 在Status（状态）列表中，选择Enable（启用）。

 

步骤3：点击Apply（应用）。

步骤4：在Management（管理） > SNMP > Communities（社区）中，点击New（新建）。

程序4 配置SNMP
步骤5：在SNMP v1/v2c Community（社区） > New（新建）窗口，按照描述填写字段：

● 输入Community Name（社区名称）。（例如：cisco123）
● 输入IP Address（IP地址）。（例如：0.0.0.0）
● 输入IP Mask（IP掩码）。（例如：0.0.0.0）
● 在Access Mode（访问模式）列表中，选择Read/Write（读/写）。

● 在Status（状态）列表中，选择Enable（启用）。

 

步骤6：点击Apply（应用）。

步骤7：导航至Management（管理） > SNMP > Communities（社区）。

步骤8：指向public（公共）社区的蓝色下拉菜单，然后点击Remove（删除）。

 

步骤9：在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elete?（您是否要删除？）消息框中，点击OK。

步骤10：针对private（专用）社区，重复步骤8和步骤9，以便只保留cisco和cisco123

社区。

步骤11：针对第二个WLC重复这一程序。



113

 

无线模块2012年上半年

我们的网络设计能够使用两个控制器，通过利用N+N控制器部署模式来提供永续性和可

扩展性。该模式允许网络在WLC故障后继续提供WLAN连接。在正常工作中，接入点

负载在网络的所有永续控制器间进行分配。在每个控制器经授权可以处理的接入点容量

中，每个控制器的负荷量不超估50%。在这一配置下，如果一台控制器发生故障，另

外一台控制器就可以注册所有的网络接入点。

要提供永续性，WLC必须配置作为移动组的成员。

步骤1：在两个WLC上，点击Controller（控制器）>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

理）>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然后点击EditAII（编辑全部）：

 

程序5 配置WLC永续性
步骤2：将每个控制器的MAC地址和IP地址复制粘贴到其他WLC的Edit All（编辑全部）

输入字段。

 

步骤3：单击Apply（应用）。

步骤4：在两个控制器上都完整执行这一程序。

步骤5：通过单击Controller（控制器） > Mobility Management（移动管理） > 

Mobility Groups（移动组）刷新显示屏，直到移动组中的所有WLC都完成了彼此间的

通信初始化，此时Status（状态）列中的值将显示为Up（向上）。这可能要花费几分

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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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无线语音和无线数据网络用于保持与有线策略的一致性。根据第三层特性向流量

应用QoS，实施起来较为方便。详细配置将按照下表中所述方式进行应用。

表9. WLC配置详情

流程

程序1 创建数据和语音接口

为语音和数据访问配置WLC

1 创建数据和语音接口

2 创建语音和数据WLAN

WLC名称 数据VLAN WLAN数据

IP地址

语音VLAN WLAN语音

IP地址

WLC-5508-1 116 10.10.16.11 120 10.10.20.11

WLC-5508-2 116 10.10.16.12 120 1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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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添加数据接口名称WLAN-data （无空格），VLAN ID为116，然后点击Apply

（应用）。

 

步骤3：配置以下属性，然后点击Apply（应用）：

● IP Address（IP地址）: 10.10.16.11
● Network Mask（网络掩码）: 255.255.252.0
● Default-Gateway（缺省网关）: 10.10.16.1
● DHCP server（DHCP服务器）: 10.10.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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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单击Ok（确定）接受因您所作的改变导致WLAN将被临时禁用的告警。

   

步骤5：在主用控制器上，使用下表中的值重复步骤1至4，以便配置wlan-voice接口。

属性 值

接口名称 WLAN-voice

VLAN Id 120

IP 地址 10.10.20.11

网络掩码 255.255.252.0

缺省网关 10.10.20.1

DHCP服务器 10.10.48.10

步骤6：检验接口配置。

 

步骤7：在移动组中的其它WLC上重复步骤6和7，使用以下配置值：

技术提示

为了防止DHCP向与WLC的地址冲突的无线客户端分配地址，请在DHCP域中

排除您为WLC接口分配的地址。

属性 数据WLAN值 语音WLAN值

接口名称 WLAN-data WLAN-voice

VLAN Id 116 120

IP 地址 10.10.16.12 10.10.20.12

网络掩码 255.255.252.0 255.255.252.0

缺省网关 10.10.16.1 10.10.20.1

DHCP服务器 10.10.48.10 10.10.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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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节中，您将根据之前配置的RADIUS服务器来对数据和语音进行身份验证。QoS方

面有很大差别，因为语音与无线数据流量相比，必须使用更多带宽来收发数据包。

步骤1：在WLANs > WLANs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Create New（新建），然后点击Go

（开始）。

 

步骤2：添加配置文件名称WLAN-voice和语音SSID WLAN-voice，保持下拉列表中提

供的ID不变，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3：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中，选择Status Enabled（状态已启用）复选框，在

Interface（接口）下拉列表中，选择您之前创建的WLAN-voice接口。

 

程序2 创建语音和数据WLAN 步骤4：在QoS选项卡中，在Quality of Service （QoS）列表中选择Platinum（语音）。

 

步骤5：在Advanced（高级）选项卡中，滚动至选项卡底部，选择H-REAP Local 

Switching Enabled（启用H-REAP本地交换）复选框，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6：单击Ok（确定），接受Platinum QoS将会降低数据网络性能的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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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在WLANs > WLANs中，点击WLAN-data旁边的1 。

 

步骤8：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中，勾选Status Enabled（状态已启用）复选框，在

Interface（接口）下拉列表中，选择您之前创建的VLAN wlan-data。

步骤9：在QoS选项卡中，检查并确保Silver （best effort）（Silver（尽力而为））被选中。

 

步骤10：在Advanced（高级）选项卡上，选择H-REAP Local Switching Enabled（启

用H-REAP本地交换）复选框，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11：审查WLAN配置。

步骤12：在移动组中的其它WLC上重复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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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准备总部局域网和网络基础设施，以支持无线接入点。

无线接入点向DHCP请求其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和DNS服务器地址，然后该接入点

使用DNS来解析cisco-capwap-controller，并建立与WLC的连接，以配置接入点并启

用无线（它们缺省状态下被禁用）。

配置在网络的DHCP服务中定义的局域网的DNS服务器（在本例中为10.10.48.10），

以将cis c o - capwap - c ontro l ler主机名解析为WLC的管理 I P地址（在本例中为

10.10.50.11）。该cisco-capwap-controller DNS记录为运行软件版本6.0和更高版本的

接入点提供bootstrap信息。

步骤1：在总部，接入点连接的接入层端口使用标准的接入层交换机端口配置，唯一的

不同是：应使用以下接口命令将默认信任从CoS更改为DSCP。

流程

程序1 准备DNS以支持无线接入点

将无线接入点连接到总部局域网

1 准备DNS以支持无线接入点

技术提示

如果网络可能包括运行低于6.0版软件的接入点，请添加一个DNS记录，

向WLC的管理IP地址解析主机名cisco-lwapp-controller。

远程站点无线网络

每个远程站点都有一个数据和语音WLAN，它们与我们刚刚为局域网配置的WLAN相匹

配，除了一个根本上的差别：您使用混合远程边缘接入点（H-REAP），在远程站点本

地交换无线数据包。在总部，无线用户流量经由无线接入点控制和配置（CAPWAP）

传输，使用有线数据VLAN传输到WLC。在那里流量通过链路汇聚（LAG）端口交换输

出，这些端口构成了一个802.1Q中继端口，然后流量如本模块开始时所述，进入永续核

心层。如果远程站点的无线流量也采取此方式传输，那么远程站点内的两个设备间的流

量也将经由CAPWAP，通过广域网传输到企业的WLC，然后中继到核心层，再通过广

域网路由回目的地。这种流量路由方式并不适用于统一通信，因为向远程站点网关外拨

打电话的无线IP电话流量必须穿越广域网两次，而实际上，它根本无需离开远程站点。

为解决该问题，语音和数据无线局域网通过AP上的中继接口在本地交换，访客无线局

域网仍采用集中交换。这种模式只允许管理、控制和访客流量经由CAPWAP传输到总

部的WLC。

本指南的下文中将讨论远程站点配置，但是在无线局域网最初创建的过程中，您需要使

语音和数据无线局域网仅为此目的在本地交换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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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部的无线控制器中，您配置三个WLAN，其中两个通过H-REAP启用本地交换。总

部的接入点应用缺省操作模式（本地模式），通过CAPWAP将所有无线局域网流量转

发至控制器，并将无限流量交换至有线网络。在远程站点，您将接入点的行为改变为

H-REAP模式，因此无线接入点会将远程站点的流量直接转发到远程站点的局域网，而

不是在将其交换到局域网之前通过CAPWAP隧道将其转发至总部。您必须配置远程站

点路由器，使其为额外的VLAN提供DHCP范围和路由连接性，并且您必须针对AP连接

性配置远程站点交换机。

路由器和交换机采用以下VLAN和地址分配模式进行配置：

流程

配置远程站点无线接入

1 准备DNS以支持无线接入点

2 为WLAN配置远程站点路由器

3 添加远程站点无线局域网DHCP池

4 为WLAN配置远程站点交换机

5 配置混合远程边缘接入点

表10. 远程站点1 VLAN

VLAN编号 用途 站点0 IP子网 站点1 IP子网 站点2 IP子网 站点n IP子网

无 基础设施 10.11.0.0/24 10.11.8.0/24 10.11.16.0/24 10.11.n*8.0/24

64 有线数据 10.11.4.0/24 10.11.12.0/24 10.11.20.0/24 10.11.n*8+4.0/24

65 无线数据 10.11.2.0/24 10.11.10.0/24 10.11.18.0/24 10.11.n*8+2.0/24

69 有线语音 10.11.5.0/24 10.11.13.0/24 10.11.21.0/24 10.11.n*8+5.0/24

70 无线语音 10.11.3.0/24 10.11.11.0/24 10.11.19.0/24 10.11.n*8+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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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Port-channel1.65
 description Wireless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5
 ip address 10.11.2.1 255.255.255.0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Port-channel1.70
 description Wireless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70
 ip address 10.11.3.1 255.255.255.0
 ip pim sparse-mod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5 
  description Wireless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5 
  ip address 10.11.2.1 255.255.255.0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70 
  description Wireless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70 
  ip address 10.11.3.1 255.255.255.0
  ip pim spars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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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总部局域网类似，如果远程站点使用其自己的DNS，您必须添加一个记录，以便远

程站点名称服务器能够解析WLAN控制器的地址。如果远程站点使用总部的DNS，则可

以跳过此程序。

配置在网络的DHCP服务中定义的局域网的DNS服务器（在本例中为10.10.48.10），

以将cis c o - capwap - c ontro l ler主机名解析为WLC的管理 I P地址（在本例中为

10.10.15.11）。该cisco-capwap-controller DNS记录为运行软件版本6.0和更高版本的

接入点提供bootstrap信息。

远程站点路由器要求额外配置以支持无线VLAN。根据接入交换机与路由器端口之间的

连接类型，该程序有所不同：

● 与Cisco ISR G2 2951、2921或2911之间采用多链路EtherChannel中继

● 与Cisco ISR G2 2951、2921或2911之间采用单链路以太网中继

● 与Cisco ISR G2 881上的交换端口之间采用单链路以太网中继

程序1 准备DNS以支持无线接入点

程序2 为WLAN配置远程站点路由器

技术提示

如果网络包括运行低于6.0版软件的接入点，请添加一个DNS记录，向WLC

的管理IP地址解析主机名cisco-lwapp-controller。

选项1. 从广域网路由器中将VLAN网添加至Etherchannel链路

该选项将VLAN添加至远程站点ISR G2路由器到接入交换机堆叠的多链路Etherchannel

中继。

步骤1：向广域网路由器的端口通道添加子接口。

选项2. 配置与局域网交换机连接的单以太网链路

该选项将无线VLAN添加至远程站点ISR G2路由器与单成员接入交换机之间的单链路以

太网中继。

步骤1：向广域网路由器的物理接口添加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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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65,70

interface FastEthernet0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65,70

interface Vlan65
 description Wireless Data
 ip address 10.11.2.1 255.255.255.0
!
interface Vlan70
 description Wireless Voice
 ip address 10.11.3.1 255.255.255.0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0.11.2.1 10.11.2.10 
ip dhcp pool wireless-data 
   network 10.11.2.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0.11.2.1 
   domain-name cisco.local 
   dns-server 10.10.48.10
!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0.11.3.1 10.11.3.10 
ip dhcp pool wireless-voice 
   network 10.11.3.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0.11.3.1 
   domain-name cisco.local 
   dns-server 10.10.48.10

 

vlan 65,70

interface Port-channel1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65,70 

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port 1]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65,70 

defaul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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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3. 将Cisco 881连接至局域网交换机

该选项将无线VLAN添加至远程站点Cisco 881路由器与单成员接入交换机之间的单链

路以太网中继。

步骤1：添加无线VLAN到路由器的VLAN交换机数据库：

步骤2：将VLAN添加至与接入交换机连接的交换端口：

步骤3：配置第三层子接口的IP地址，该地址将为远程站点的无线子网提供路由，并将

其与用于中继上的VLAN的802.1q标记进行匹配。

远程站点为广域网路由器中具有本地DHCP服务的无线终端提供IP地址。

步骤1：为无线数据和无线语音添加DHCP范围。

程序3 添加远程站点无线局域网DHCP池

程序4 为WLAN配置远程站点交换机

接入点要求远程站点交换机进行配置更改，以提供适当的中继行为来满足H-REAP无线

交换的需要。

步骤1：将无线数据和无线语音VLAN添加到远程站点接入交换机的VLAN数据库。

步骤2：将无线数据和无线语音VLAN添加至远程站点接入交换机到广域网路由器的上

行链路中继。如果上行链路中继是EtherChannel，使用以下配置。

如果上行链路中继是单链路，使用以下配置。

步骤3：重置远程站点接入端口，无线AP将通过它连接至默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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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3
  description HREAP Access Point Connection
  no auto qos voip
  no ip verify source
  auto qos trust dscp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64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64-65,70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maximum 255
  spanning-tree portfast trunk

  ip arp inspection trust

  ip dhcp snooping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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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配置接入交换机接口，AP将通过它连接，以便允许将VLAN中继用于AP要求的

分支站点VLAN。

步骤5：配置DAI。

步骤6：配置DHCP监听，信任多个客户端。

步骤1：连接接入点至远程站点交换机。登录WLAN控制器的web接口，转至

步骤2：选择一个远程站点无线接入点。

程序5 配置混合远程边缘接入点

步骤3：将AP Mode（AP模式）列表中的值更改为H-REAP，点击Apply（应用），然

后点击Back（返回）。

 

接入点重启，返回，然后在大约三分钟后连接至控制器。

技术提示

如果您在mobility-group中具有多个WLC，AP可以重新连接至mobility 

group中的不同W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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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选择相同的远程站点AP，点击H-REAP选项卡。

 

步骤5：选择VLAN Support（虚拟局域网支持）复选框，在Native VLAN ID（本机

VLAN ID）中键入64，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6：单击当前处于活跃状态的VLAN Mappings（VLAN映射）。

步骤7：在WLAN Ids（无线局域网ID）中，在VLAN ID（虚拟局域网ID）中为WLAN-

voice SSID键入70，在VLAN ID（虚拟局域网ID）中为 WLAN-data SSID键入65，然后

点击Apply（应用）。

读者提示

注意访客WLAN是灰色的，不能映射，但语音和数据WLAN能映射到远程

站点的两个有线语音和数据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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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部分，您将部署一个访客无线网络，允许来访者使用访客用户名和密码，在总部及

远程站点接入互联网。

在核心层和服务器机房交换机上，您使用了VLAN 1176来将访客流量交换到ASA。核

心交换机上的VLAN接口没有IP地址，因为此子网的缺省网关将为ASA。这可防止无

线访客网络访问该网络的其余部分。WLC可为访客WLAN提供DHCP服务和访客身份

验证。WLC上的访客帐户在一段预定义的时间之后过期（默认值为24小时），过期后

访客须使用新创建的用户名及密码进行新的身份验证。您将在本指南的Security（安

全）一节完成思科ASA的访客网络防火墙配置，以允许访问互联网。

配置访客接入

1 创建访客接口

2 创建访客DHCP范围（Scope）

3 创建访客WLAN

4 创建访客管理员账户

5 创建访客账户

流程

为访客WLAN连接创建一个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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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在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中，键入guest，在VLAN Id（虚拟局域网ID）

中键入1176，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3：在Interfaces（接口）>Edit（编辑）窗口中，输入以下值：

● IP Address—192.168.76.11 
● Netmask—255.255.255.0 
● Gateway—192.168.76.1   
● Primary DHCP Server—10.10.15.11

程序1 创建访客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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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单击Apply（应用）。

 

步骤5：单击Ok（确定）接受因您所作的改变导致WLAN将被临时禁用的告警。

步骤6：审查接口配置。

 

步骤7：在移动组中的其它WLC上重复此程序。

在WLC内部DHCP服务器上配置DHCP范围。

步骤1：在Controller（控制器） > Internal DHCP Server（内部DHCP服务器） > DHCP 

Scope（DHCP范围）中，点击New（新）。

 

步骤2：在Scope Name（范围名称）中，键入guest_scope ，然后点击Apply（应用）。

 

程序2 创建访客DHCP范围（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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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在DHCP Scopes（DHCP范围）页面中，点击guest_scope。

 

步骤4：配置以下范围参数，然后单击Apply（应用）。

● Pool Start Address（池起始地址）：192.168.76.20
● Pool End Address（池结束地址）：192.168.76.250
● Network（网络）：192.168.76.0
● Netmask（网络掩码）：255.255.255.0
● Lease Time （seconds）（租用时间（秒））：86400（默认的1天时间）

● Default Routers（缺省路由器）：192.168.76.1（将最后两个保留为0.0.0.0）
● DNS Domain Name（DNS域名）：cisco.com（我们的外部服务提供商）

● DNS Servers（DNS服务器）：171.70.168.183（我们的服务提供商DNS服务器）

● Status（状态）：Enabled 

 

步骤5：检查并确保范围总结中的Guest_Scope已启用，并显示1 d（一天）的Lease 

Time（租用时间）。

 

步骤6：在Security（安全）> Web Auth（Web验证）中，点击Web Login Page（Web登

录页），输入您企业的具体信息，告知用户访客WLAN的使用条件，输入重定向URL（例

如，您公司的web地址或访客门户页面），然后点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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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点击Preview（预览），确认您已创建的页面。

 

步骤8：关闭Preview（预览）窗口，并且在mobility group的其他WLC上重复该程序。

在安装脚本过程中，将创建访客的临时SSID。您需要针对您的访客身份验证修改此

SSID。

步骤1：在WLANs（无线局域网）> WLANs（无线局域网）中，从列表中选择Create 

New（新建），然后点击Go（开始）。

 

步骤2：在New（新建）页面中，在Profile Name（配置文件名称）中键入guest ，在

SSID中键入guest，保留列表中的ID值，然后点击Apply（应用）。

程序3 创建访客WLAN

步骤3：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中，勾选 Status Enabled（状态已启用）复选框，

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您之前创建的guest 接口。

 

步骤4：点击Security（安全性）选项卡，点击Layer 2（第二层）选项卡，在Layer 2 

Security（第二层安全性）列表中，选择None（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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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点击Layer 3（第三层）选项卡，在Layer 3 Security（第三层安全性）列表

中，选择None（无），选择Web Policy（Web策略）复选框，然后确认Authentication

（身份验证）选项已选中。

 

步骤6：点击QoS选项卡，在Qualit y of Ser vice （QoS）列表中，选择Bronze 

（background）。

 

步骤7：点击Apply（应用）完成操作。

您可以通过WLC上的一个独立的lobby管理员帐户，来创建访客用户帐户。通过执行该

操作，您可以在不联系网络管理团队的情况下允许创建访客用户帐户。

步骤1：在Management（管理） > Local Management Users（本地管理用户）中，点

击New（新建）。

 

步骤2：创建用户名Guest-Admin，在两个密码字段中输入密码C1sco123，将User 

Access Mode（用户访问模式）改为LobbyAdmin。完成上述步骤后，您将在Local 

Management Users（本地管理用户）页面上看到您的新用户。

程序4 创建访客管理员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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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可以使用访客大厅管理员帐户为合作伙伴、客户和通常不会被授予网络访问权

限的任何用户创建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1：使用Web浏览器，打开WLC的Web界面（例如，https://10.10.50.11/），然后

使用LobbyAdmin帐户登录，用户名为Guest-Admin，密码为C1sco123。

步骤2：在Lobby Ambassador Guest Management页面中，点击New。

 

步骤3：创建一个新用户名和密码，或选择Generate Password复选框，允许系统自动

创建密码。

 

您现在可以使用一个无线客户端来测试到访客WLAN的连接。因为没有启用任何安全功

能，您应收到一个IP地址，在打开Web浏览器后，被重定向到一个网页，要求您输入用

户名和密码，才能接入互联网，其针对访客用户的有效期为24小时。

程序5 创建访客账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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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随着企业不断扩展，添加新的远程站点，它们需要在网络方面进行更多投资，以便远程

站点用户能够和总部用户访问相同的业务应用和服务。

广域网连接通常由电信运营商提供，他们对所交付的带宽收取费用。无论使用哪种广域

网技术，交付的带宽越高，电信运营商的收费就越高，因此企业对如何高效利用此类资

源非常感兴趣。

当应用在总部托管时，由于广域网连接会带来延迟，所以为远程站点用户提供与总部用

户相同的应用响应速度是一项难题。在每个远程站点本地复制服务则成本过高，不仅需

要硬件和软件，而且需要更多管理人员。在企业的站内间复制数据增加了安全风险，因

为将数据存储在多个站点内增加了数据被泄露的风险。

技术概述

思科应用优化技术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提高用户生产率的方式，不必为远程站点购买更多

带宽或硬件。性能的提升允许关键设备和流程可以集中位于总部所在地，从而降低了运

营成本并提高了数据安全性。

思科应用优化技术支持将应用资源集中在总部地点的做法，有助于保护您的数据。由于

不必在各远程站点执行独立的备份和归档，所以能对企业的全部数据统一执行妥当的数

据保护流程。该设计使得远程站点用户能在访问集中部署的应用时体验到类似总部用户

的性能水平。

应用优化模块

通过更有效地利用现有带宽，企业不必增加带宽，就能在远程站点支持更多用户或新

应用。

思科广域应用服务（WAAS）是一个全面的系统，能够加速和优化数据在广域网上的

传输。

Cisco WAAS广域虚拟化引擎（WAVE）设备和路由器集成网络模块（服务就绪引擎

（SRE）上的Cisco WAAS）为IBA智能业务平台部署提供了适合的选项。

WAAS利用多种技术尽最大可能减少总部和远程站点间的流量传输，降低对于广域网带

宽的消耗，如下所示： 
● Cisco WAAS 传输流优化（TFO）在本地端接TCP连接，优化穿越广域网的流量，使

最终用户应用突破广域网限制。

● 对于普通流量，持续Lempel-Ziv （LZ）压缩能节约10-20%的广域网带宽。

● Cisco WAAS通过重复数据消除（DRE）功能，进一步节省带宽，该功能可以发现重

复的网络数据，无需通过广域网再发送这些数据。根据具体应用的不同，DRE能将远

程站点和总部间的流量减少40-80%。

● WAAS中还包括其它针对特定应用的加速功能，它们已得到Microsoft Outlook以及

Windows文件和打印服务等常用应用的提供商的认可。

应用优化模块2012年上半年



图29. 应用优化：Cisco WAAS组件和流量

Cisco WAAS中各种技术的组合能够实现出色的带宽节省，不必购买更多运营商带宽，

就能在现有广域网上部署语音和视频等更多应用。

在此部署中，总部使用WAVE-594设备来提供应用优化服务，作为远程站点的中央连

接点。一个独立的中央管理器WAVE-294设备用作WAAS解决方案的管理、监控和报告

点。如果Central Manager不需要物理设备，则可在适当的虚拟服务器基础设施上部署

虚拟vWAAS设备。

关于WAE规模确定（sizing）的其他细节在表11中提供。扇出（fan-out）数量与远端

对等WAE设备的总数量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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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9 -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Cisco WAAS Components 
and Traffic Flow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echnologies included in Cisco WAAS may provide 
enough savings to allow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such as voice and video to 
be deployed over an existing WAN, without incurring the cost of additional 
carrier bandwidth. 

For this deployment, the headquarters location uses the WAVE-594 appli-
ance to provide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services as a central connection 
point for the remote sites. A separate Central Manager WAVE-294 appliance 
is used as a management,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point for the WAAS 
solution. If a physical appliance is not desired for the Central Manager, a 
virtualized vWAAS appliance can be deployed on an appropriate virtualized 
server infrastructure. 

Additional details about the WAE sizing is provided in Table 11 The fan-out 
numbers correspond to the total number of remote-peer WAE devices.

Table 11 -  WAN-Aggregation WAE Options

Device

Maximum 
optimized TCP 
connections

Maximum 
recommended 
WAN Link 
[Mbps]

Max core fan-
out [Peers]

WAVE-594-8GB 750 50 50

WAVE-594-12GB 1300 100 100

WAVE-694-16GB 2500 200 150

WAVE-694-24GB 6000 200 300

Remote Sites 

The remote sites use SRE, which integrates directly into the Cisco ISR G2 
routers. There are two interfaces: one internal interface (router connect only) 
and one external interface.

The primary parameter of interest for performance sizing is the bandwidth 
of the WAN link. After the bandwidth requirement has been met, the next 
item to consider is the maximum number of concurrent, optimized TCP 
connections. Recommendations for WAE sizing are provided in Table 12 
The optimized throughput numbers correspond to the apparent bandwidth 
available after successful optimization by Cisco WAAS.

Table 12 -  WAN Remote-Site WAE Options

Device
Maximum simultaneous 
active users

Maximum recommended 
WAN link [Mbps]

SRE-700-S 20 20

SRE-700-M 50 20

SRE-900-S 20 50

SRE-900-M 50 50

表11. WAN汇聚WAE选项

远程站点

远程站点使用SRE，它直接集成至Cisco ISR G2路由器中。共有两个接口：一个内部接

口（仅连接路由器）和一个外部接口。

确定性能级别的主要考虑因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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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TCP连接的最大数量。表12中提供了关于WAE规模确定

（sizing）的建议。优化的吞吐率数值与经Cisco WAAS成功优化后可用的显著带宽相

对应。

表12. 广域网远程站点WAE选项

设备 最大优化TCP

连接数

最大推荐WAN

链路[Mbps]

最大核心扇出

[对等体]

WAVE-594-8GB 750 50 50

WAVE-594-12GB 1300 100 100

WAVE-694-16GB 2500 200 150

WAVE-694-24GB 6000 200 300

设备 最大同时活跃

用户数量

最大推荐WAN

链路[Mbps]

SRE-700-S 20 20

SRE-700-M 50 20

SRE-900-S 20 50

SRE-900-M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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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E设备使用Web Cache Communication Protocol （WCCP）——一个由Cisco开

发的协议，来透明地截获和重定向从网络设备至WCCP设备（如运行Cisco WAAS的

WAE）的流量。WCCP在总部和远程站点广域网路由器上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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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CCP使用在WAAS设备或模块与发起方路由器之间使用了协商的GRE隧道，以便使优

化的流量返回至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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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扁平型第二层设计中，WAE设备都应连接至接入层交换机的数据VLAN，如图所示。

图30. 广域网远程站点，WAAS拓扑（接入层连接）

部署详情

以下流程描述了配置和部署一个基本的WAAS环境的情形。

本设计在服务器机房中部署Cisco WAAS Central Manager设备，因此该设备被连接到

服务器机房交换机。

配置思科WAAS中央管理器

1 配置服务器机房交换机接入端口

2 配置WAAS中央管理器

技术提示

思科WAAS中央管理器设备不需要永续以太通道（EtherChannel）连接，这

是因为到该设备的连接断开并不会影响网络功能，而且该设备不需要以太通

道连接提供的更高带宽。

流程

应用优化模块2012年上半年

WAN

WAAS WAE

Vlan 104-有线数据

Vlan 106-有线语音

WCCP入站重定向：

wccp 61（来自局域网）

wccp 62（来自广域网）

协商的GRE隧道



133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description WAAS-CM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50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rr-queue bandwidth share 1 30 35 5
 queue-set 2
 priority-queue out
 mls qos trust dscp
 macro description EgressQoS
 spanning-tree port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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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50.100/24
Enter Default Gateway IP Address [Not configured]: 10.10.50.1 

本程序假设您已经配置了服务器机房交换机。文中只包括了完成WAE设备到交换机连

接所需的步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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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器机房交换机上的交换端口配置为允许流量传输至VLAN 150的接入

端口。

Cisco WAVE-294设备或vWAAS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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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直接处于广域网优化的转发路径内，此设备被

连接到服务器机房交换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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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1 配置服务器机房交换机接入端口

程序2 配置WAAS中央管理器

步骤1：将Cisco WAAS Appliance设备连接到服务器机房交换机，或者在一个虚拟服务

器主机上安装Cisco vWAAS。

步骤2：运行setup命令。

步骤3：将它配置为中央管理器。

步骤4：配置时区。

步骤5：配置管理接口、IP地址和缺省网关。

应用优化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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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Domain Name Server IP Address [Not configured]: 
10.10.48.10
Enter Domain Name(s) (Not configured): cisco.local 
Enter Host Name (None): WAAS-CM 
Enter NTP Server IP Address [None]: 10.10.48.17 

The product supports the following licenses: 
1. Enterprise 
Enter the license(s) you purchased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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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50.100 
7. IP Network Mask       255.255.255.0 
8. IP Default Gateway    10.10.50.1 
9. DNS IP Address        10.10.48.10 
10. Domain Name(s)       cisco.local 
11. Host Name            WAAS-CM 
12. NTP Server Address   10.10.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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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reload 

步骤6：配置DNS服务器、主机和NTP设置。

步骤7：选择相应的许可。

步骤8：验证配置设置并进行重加载。

步骤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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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完成更改后通过控制台保存配置，然后重新启动。

步骤11：通过Web界面访问WAAS中央管理器。重新加载完成后，你可以使用在设置

工具步骤4中分配的IP地址（或如果在DNS中配置，则使用相关主机名），通过Web浏

览器访问中央管理器设备。要访问中央管理器，需指定安全HTTP和端口号8443 （例如

https://10.10.50.100:8443）。

步骤12：使用用户名admin和密码default登录，然后点击My WAN（我的广域网）> 

Manage Devices（管理设备）显示一个屏幕，其中显示Central Manager（中央管理

器）初始作为唯一的受管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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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2/22,GigabitEthernet2/2/22
  description Etherchannel to WAAS-HE Gi1/0 
  switchport
  channel-group 31 mode on

interface Port-channel31
  description WAN Router
  switchport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32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panning-tree portfast edge
  no shutdown

	

 
Cisco WAAS头端设备直接连接至广域网服务VLAN（132）中的核心交换机。

Cisco WAAS头端设备直接连接至核心交换机。Cisco WAAS设备（中央管理器除外）

需要一个永续连接，但不需要路由协议。此连接类型使用一个接入EtherChannel链路

连接至广域网服务VLAN （132）。

步骤1：将接口分配到EtherChannel port-group（端口组）。

步骤2：定义一个编号与物理接口的通道组匹配的端口通道接口。

流程

配置WAAS头端设备

1 在核心交换机上配置WAAS下行链路

2 配置WAE Appliance设备

程序1 在核心交换机上配置WAAS下行链路

程序2 配置WAE Appliance设备

WAE-694设备为在广域网中往返远程站点的WAAS流量提供头端端接。这些设备与核

心交换机相连，利用GRE协商返回（negotiated return），来与WCCP路由器通信。

WAE设备的设置将使用与在WA AS中央管理器初始配置中使用的相同设置工具来进

行。这些设备仅需通过其控制台端口进行基本设置，便能分配初始配置；WAE设备的

初始设置定义了基本配置选项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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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初始设置后，您便可以通过WAAS中央管理器系统的图形化界面对WAAS网络进

行全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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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4507和3750X核心交换机仅要求使用spanning-tree portfast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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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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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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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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32.10/25
Enter Default Gateway IP Address [Not configured]: 10.10.32.1 
Enter Central Manager IP Address (WARNING: An invalid entry 
will cause SETUP to take a long time when applying WAAS 
configuration) [None]: 10.10.50.100

Enter Domain Name Server IP Address [Not configured]: 
10.10.48.1
Enter Domain Name(s) (Not configured): cisco.local 
Enter Host Name (None): WAAS-HE 
Enter NTP Server IP Address [None]: 10.10.48.17 

Enter WCCP Router (max 4) IP Address list (ip1 ip2 ...) []: 
10.10.32.126

The product supports the following licenses: 
1. Transport 
2. Enterprise 
3. Enterprise & Video 
4. Enterprise & Virtual-Blade 
5. Enterprise, Video & Virtual-Blade 
Enter the license(s) you purchased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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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配置为应用加 速器。

步骤3：配置截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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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主机和NTP设置。

步骤7：配置WCCP路由器列表（这里的数值可为任意值；后面的步骤中将对配置进行

修改）。

步骤8：选择相应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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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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50.10 
8. IP Network Mask       255.255.255.0 
9. IP Default Gateway    10.10.50.1 
10. CM IP Address        10.10.50.100 
11. DNS IP Address       10.10.48.10 
12. Domain Name(s)       cisco.local 
13. Host Name            bn-wae7341-1 
14. NTP Server Address   10.10.48.17 
15. WCCP Router List     10.1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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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t 
! 
primary-interface PortChannel 1 
! 
interface PortChannel 1 
ip address 10.10.32.10 255.255.255.128 
exi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 
description sr-3750 G1/0/44
channel-group 1 
exi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2/0 
description sr-3750 G2/0/44
channel-group 1 
exit 

cms enable 
Registering WAAS Application Engine... 
Sending device registration request to Central Manager with 
address 10.10.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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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9：验证配置设置。

设置对话框将显示错误信息，这是因为WAE设置脚本未启用端口通道。此处需要插入

一个中间步骤来更改接口配置，然后您需要在步骤11中手动完成在Cisco WAAS中央管

理器中的注册。

步骤10：为WAE配置端口通道连接，连接到核心层交换机。

步骤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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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完成Cisco WAAS配置，您必须在WAE设备上更改多个额外设置，必须从默认配置更

改。这些设置的配置在步骤13到15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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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ress-method negotiated-return intercept-method wccp 

WAAS-HE# show running-config | include wccp router-list 
wccp router-list 8 10.10.50.10

no wccp router-list 8 10.10.50.10 
wccp router-list 1 10.10.32.126 

wccp tcp-promiscuous router-list-num 1 password c1sco123 

ssh-key-generate key-length 2048 
sshd version 2 
sshd enable
no telnet enable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reload

 

 

 

defaul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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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计为广域网路由器核心

上行链路以太网地址使用了GRE协商返回，因此需要创建一个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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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在WAE上进行这一更改，而

不是在路由器上。

步骤14：启用SSH并禁用telnet。要启用SSH，您需要生成RSA密钥并启用sshd服务。

步骤15：完成更改后通过控制台保存配置，然后重新加载WAE。

该流程必须应用于使用WAE设备优化广域网流量的每个远程站点。远程站点的WAE设

备连接到接入交换机，而不是在路由器和WAE模块之间使用内部接口。这种方式简化

了配置，并减少了在远程站点的地址分配复杂性。

本指南假定远程站点接入交换机已经进行了配置。只有完成交换机与WAE设备连接所

需的程序包括在内。

这种设计将WAE设备置于数据（主要）VLAN之上。

步骤1：将WAE的外部以太网端口连接至远程站点接入交换机上的以太网端口，将交换

端口配置返回默认配置。

配置 Cisco WAAS远程站点设备

1 配置用于WAE连接的交换机

2 配置WAE SRE设备

流程

程序1 配置用于WAE连接的交换机

应用优化模块2012年上半年



139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3 
  description ** WAAS Connection **
  switchport access vlan 64
  switchport mode access
  ip arp inspection trust
  srr-queue bandwidth share 1 30 35 5
  queue-set 2
  priority-queue out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spanning-tree bpduguard enable
  no shutdown

 

interface SM1/0 
ip address 1.1.1.1 255.255.255.252 
service-module external ip address 10.11.4.8 255.255.255.0
service-module ip default-gateway 10.11.4.1 
no shutdown 

Br1-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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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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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将远程站点接入交换机中的交换端口定义为用于数据VLAN的接入端口，并应

用端口安全和QoS配置。

该设计中的远程站点Cisco WA AS设备是多种SRE型号中的一种，具体取决于性能

要求。

SRE模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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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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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

启用集成服务引擎（Integrated-Service-Engine）接口，并分配任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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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router）访问WAAS SRE。

程序2 配置WAE SRE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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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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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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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置截获方法。

步骤5：配置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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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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Central Manager IP Address (WARNING: An invalid entry 
will cause SETUP to take a long time when applying WAAS 
configuration) [None]: 10.10.50.100

Enter Domain Name Server IP Address [Not configured]: 
10.10.48.10
Enter Domain Name(s) (Not configured): cisco.local 
Enter Host Name (None): Br1-WAE-SRE 
Enter NTP Server IP Address [None]: 10.10.48.17 

Enter WCCP Router (max 4) IP Address list (ip1 ip2 ...) []: 
10.11.4.1

The product supports the following lic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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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4.8 
   IP Network Mask       255.255.255.0 
   IP Default Gateway    10.11.4.1 
6. CM IP Address         10.10.50.100 
7. DNS IP Address        10.10.48.10 
8. Domain Name(s)        cisco.local 
9. Host Name             p3-br1-wae-sre 
10. NTP Server Address   10.10.48.17 
11. WCCP Router List     10.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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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步骤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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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7：配置DNS服务器、主机和NTP设置。

步骤8：配置WCCP路由器列表。

技术提示

您可能会收到以下警告。您可以忽略该警告，因为IP地址配置之前已经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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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选择相应的许可。

步骤10：验证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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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ress-method negotiated-return intercept-method wccp 

Br1-WAE-SRE# show running-config | include wccp router-list 
wccp router-list 8 10.11.4.1 

no wccp router-list 8 10.11.4.1 
wccp router-list 1 10.11.0.1 

wccp tcp-promiscuous router-list-num 1 password c1sco123 

ssh-key-generate key-length 2048 
sshd version 2 
sshd enable 
no telnet enable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步骤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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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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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在本文WAN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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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启用SSH并禁用telnet。要启用SSH，您需要生成RSA密钥并启用sshd服务。

技术提示

您将收到包含了建议的路由器WCCP配置模板的提示。该路由器配置不正确，

因为IBA WAAS实施使用了GRE返回。正确的步骤在稍后的程序中有描述，因此

您不需要保留这些信息。

当该配置完成时，请输入转义字符串（escape sequence），CTRL-Shift-6-x，

返回会话至命令行。

步骤14：保存配置。

当WAE在网络上变为活动状态之后，每个WAE都将在思科WAAS中央管理器中进行注

册。您可以通过在各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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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检查Cisco WAAS在中央管理器中的注册

 

 

此流程介绍在广域网汇聚和广域网远程站点路由器上配置WCCP第2版。本设计使用

WCCP将目的地为广域网的网络流量转移到Cisco WAAS系统进行优化。这一方法的部

署非常简单，只需添加极少布线，但要求您将广域网汇聚路由器和远程站点路由器均配

置为支持WCCP。

在广域网路由器上配置WCCP

1 配置WCCP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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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wccp version 2 
ip wccp 61 redirect-list WAAS-REDIRECT-LIST group-list BN-WAE 
password ***password***
ip wccp 62 redirect-list WAAS-REDIRECT-LIST group-list BN-WAE 
password ***password***
ip access-list standard BN-WAE 
permit 10.11.4.8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WAAS-REDIRECT-LIST 
remark WAAS WCCP Mgmt Redirect List 
deny       tcp any any eq 22 
deny       tcp any eq 22 any 
deny       tcp any any eq 123 
deny       tcp any eq 123 any 
permit     tcp any any 

interface Port-channel1 
  ip wccp 61 redirect i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64
  description Wired Data
  ip wccp 61 redirect i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description MPLS WAN Uplink
  ip wccp 62 redirect in 

步骤1：配置全局WCCP参数，启用服务61和62。这两项服务必须启用，以便为Cisco 

WAAS进行WCCP重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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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WAAS集群，您应当配置一个组列表和密码。

程序1 配置WCCP
步骤2：在局域网接口上配置WCCP重定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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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局域网接口在以太网通道（EtherChannel）端口组（如在总部路由器上）中配

置，请在端口通道接口上定义WCCP重定向。

如果局域网接口是VLAN中继，请在数据VLAN子接口上定义WCCP重定向。

步骤3：借助服务62在所有WAN接口的入站方向上截获来自广域网的流量。

应用优化总结

Cisco WAAS提供了多种流量优化技术，来提高广域网上的应用性能在部署指南的本

部分中，我们介绍了向使用IBA智能业务平台构建的网络添加Cisco WAAS功能所需的

基本配置。Cisco WAAS还为许多未包括在本指南中的应用提供了特定模板和可定制设

置。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思科客户代表、授权渠道合作伙伴，或访问www.

cisco.com。

应用优化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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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WAAS配置清单

此表列出了您设置和配置Cisco WAAS网络所需的不同参数和数据。为方便起见，您可

以在表中输入您的数值，在配置Cisco WAAS网络时再进行参考。您输入的数值将与此

例中的数值不同，以下示例仅用作演示。

表13. Cisco WAAS网络系统参数清单

参数 Cisco WAAS
中央管理器值 

主要办公地

Cisco WAE值
分支机构

Cisco WAE值*

接口速度 默认 默认 默认

IP 地址 10.10.50.100 10.10.32.10 10.11.4.8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255.255.255.0 255.255.255.0

缺省网关 10.10.50.1 10.1.32.1 10.11.4.1

DNS服务器1 10.10.48.10 10.10.48.10 10.10.48.10

DNS服务器2 [可选] [可选] [可选]

DNS域 cisco.local cisco.local cisco.local

Cisco WAAS设备

（主机名称）

waas-cm waas-he p3-br1-wae-sre

使用WCCP截获

流量的路由器的

IP地址 

10.10.32.126 10.11.0.1

NTP服务器 10.10.48.17 10.10.48.17 10.10.48.17

时区 PST PST PST

* 对于每个分支机构您都将需要一列。

备注

应用优化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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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网络对于一个企业的成功日趋重要。诸如电子商务、电子邮件以及web应用等关键服务

必须不受干扰，全天候可用。但是，这些应用的可用性常常受到网络过载以及服务器和

应用故障的威胁。此外，资源的使用经常不均衡，导致一些系统在处理请求方面处于超

负荷状态，而另外一些系统则处于闲置状态。应用性能和可用性会直接影响员工的生产

效率，以及企业的盈利能力。

对于一些中型规模的企业，在一台服务器上一个应用运行的情形十分常见。随着服务使

用的不多增多，或者变得对企业愈加重要，对于应用运行在多台服务器上的需要才会产

生。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大多数应用自身都无法很好地跨多个系统处理分布。一种

可能是重写应用，针对网络对其进行优化。但是，这要求应用开发人员对于不同应用如

何响应带宽限制、延迟、抖动和其它网络状况的变化有深入了解。此外，开发人员还需

准确预测最终用户的访问方法。这对于所有业务应用尤其是那些已经编写和定制并使用

了许多年的应用来说，是绝对不可行的。

服务器负载均衡模块2012年上半年

服务器负载均衡模块

技术概述

提高应用性能的概念源自数据中心。互联网的繁荣带动了服务器负载均衡器的发展。服

务器负载均衡器的主要职责是跨服务器对应用负载进行均衡，以提高响应客户请求的能

力，此外它们也已不断发展，承担了其他功能，如应用代理和第四到七层应用交换等。

思科ACE是下一代应用交付控制器，具备服务器负载均衡（SLB）、SSL卸载和应用加

速功能。思科ACE提供了四大优势： 
● 可扩展性——该引擎通过在称为服务器群的多个服务器间分发客户端请求，能够有效

扩展如Web服务器等服务器程序的性能。随着流量的增多，它还支持在群中增加更

多服务器。

● 高可用性——该引擎能够自动检测出某个服务器的故障，并只需几秒即可在剩余的服

务器中重新划分客户端流量，从而提供高可用性，确保用户能够获得持续服务。

● 应用加速——无论是针对内部还是外部用户，该引擎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任意

HTTP应用的延迟和数据传输量，从而提高应用性能，缩短响应时间。

● 服务器卸载——该引擎可以卸载TCP和SSL处理，从而允许在不增加服务器数量的情

况下为更多用户提供服务。

您总是需要成对部署Cisco ACE硬件，以实现高可用性：一个作为主设备，另一个作为

备用设备。如果主引擎发生故障，备用引擎会接管其工作。根据您配置会话状态冗余的

方式，这一故障切换可能无需中断客户端到服务器的连接即可完成。

Cisco ACE同时采用了主动和被动方法来监控服务器状态。通过定期探测服务器，该引

擎能够迅速发现服务器故障，并快速将连接重路由到可用服务器。ACE支持各种状态检

查特性，包括验证Web服务器、SSL服务器、应用服务器、数据库、FTP服务器、流媒

体服务器等等。



145

您可以将Cisco ACE用于许多在基本配置中未涉及但值得一提的高级服务。Cisco 

ACE： 
● 可以跨越几个应用服务器群对单个web应用的组件进行分区。例如：www.mycom-

pany.com/quotes/getquote.jsp和www.mycompany.com/trades/order.jsp这两个URL可

以位于两个不同的服务器上，从而使该应用程序可以非常高效地进行扩展。

● 通过将对相同页面的请求保持在同一服务器上进行处理，最大限度提高缓存一致性。

● 可以用于将针对可缓存的内容（如图像文件）的请求推送到比服务器处理更经济高效

的缓存。

● 能够借助专门的硬件来卸载SSL处理，这比服务器更高效，需要的SSL证书也更少。

● 通过使用硬件压缩，并且只发送和之前请求的页面相比发生变化的部分，减少了web

应用服务器向浏览器发送的数据量。

● 通过消除不必要的浏览器缓存验证请求，缩短延迟和减少应用访问所需的往返次数，

思科ACE进一步改善了最终用户的应用体验。该引擎还提供了服务器端的自动化嵌入

对象版本管理，从而显著缩短了针对最终用户的响应时间。

目前有多种方法可将思科ACE集成到服务器机房。从逻辑上来说，该引擎部署在

Web应用集群的前面。到该集群的请求被引导至该引擎上配置的一个虚拟 IP地址

（VIP）。该引擎接收连接和HTTP请求，然后根据所配置的策略，将它们路由到相应

的应用服务器。

从物理角度而言，网络拓扑结构可采取多种形式。“单臂”（One-armed）模式是最简

单的部署方式，也是思科在IBA设计所使用的方式（）。Cisco ACE连接到服务器机房

交换机，接口位于与进行负载均衡的服务器相同的VLAN中。它并不直接位于数据路径

中，并且只接收引导至VIP的流量，以实现负载均衡。对该服务器机房中真实IP地址的

访问不会受到影响。

图32. Cisco ACE负载均衡器拓扑

服务器

负载均衡器

服务器

机房交换机

弹性核心层

服务器负载均衡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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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login: admin 
Password: admin 
Admin user is allowed to log in only from console until the 
default password is changed.
www user is allowed to log in only after the default password 
is changed.
Enter the new password for user “admin”: 
Confirm the new password for user “admin”: 
admin user password successfully changed. 
Enter the new password for user “www”: 
Confirm the new password for user “www”: 
www user password successfully changed. 
Cisco Application Control Software (ACSW) 

TAC support: http://www.cisco.com/tac 
Copyright © 1985-2009 by Cisco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copyrights to certain works contained herein are owned 
by other third parties and are used and distributed under 
license.
Some parts of this software are covered under the GNU Public 
License.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available at http://www.gnu.
org/licenses/ gpl.html.
ACE> 
This script will perform the configuration necessary for a 
user to manage the ACE Appliance using the ACE Device Manager.
The management port is a designated Ethernet port that has 
access to the same network as your management tools including 
the ACE Device Manager.
You will be prompted for the Port Number, IP Address, Netmask, 
and Default Route (optional).
Enter ‘ctrl-c’ at any time to quit the script 
ACE>Would you like to enter the basic configuration dialog 
(yes/no) [y]: n
switch/Admin#

access-list ALL line 8 extended permit ip any any 
class-map type management match-any remote_access
  2 match protocol xml-https any
  3 match protocol icmp any
  4 match protocol telnet any
  5 match protocol ssh any
  6 match protocol http any
  7 match protocol https any
  8 match protocol snmp any 
policy-map type management first-match remote_mgmt_allow_
policy
  class remote_access
    permit

部署详情

在此部署示例中，您将首先为Cisco ACE设备配置必须的参数，以便能够在网络上被

识别出来。然后您将定义用于流量导向的策略。尽管配置工作的第一部分通常会在您

启动Appliance设备时通过CLI完成，但实际上您都可以使用思科ACE GUI对这两部分

进行配置。

本指南使用CLI命令进行网络和应用策略配置。

步骤1：将控制台电缆连接到Cisco ACE设备，来执行管理型用户的初始配置，然后按

照提示从初始配置对话框中退出。

配置思科ACE

1 应用初始和全局配置

2 配置负载均衡策略

程序1 应用初始和全局配置
步骤2：在进行其他配置前，请设置基本安全策略，允许对Cisco ACE进行管理访问。

流程

服务器负载均衡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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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interface port-channel 1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48
  no shutdown 

ft interface vlan 12
  ip address 10.255.255.1 255.255.255.0
  peer ip address 10.255.255.2 255.255.255.0
  no shutdown
ft peer 1
  heartbeat interval 300
  heartbeat count 10
  ft-interface vlan 12
ft group 1
  peer 1
  peer priority 110
  associate-context Admin
  inservice 

interface vlan 148
  ip address 10.10.48.119 255.255.255.0
  peer ip address 10.10.48.120 255.255.255.0
  access-group input ALL
  nat-pool 1 10.10.48.99 10.10.48.99 netmask 255.255.255.0 pat
  service-policy input remote_mgmt_allow_policy
  no shutdown 
ip route 0.0.0.0 0.0.0.0 10.10.48.1

 

rserver host webserver1
  ip address 10.10.48.111
  inservice
rserver host webserver2
  ip address 10.10.48.112
  inservice

probe http http-probe
  interval 15
  passdetect interval 60
  request method head
  expect status 200 200
  open 1

步骤3：使用到网络交换资源的以太网VLAN中继（trunk）来连接思科ACE设备。在每

个设备上配置两个千兆以太网端口，以中继到服务器机房交换机。

您必须对与安全设备连接的交换机端口进行配置，以便它们成为同一个安全VLAN的成

员，将安全流量转发到与服务器和服务器机房中的其它设备相连的交换机。

您需要配置Cisco ACE appliance设备来支持活动—备用高可用性。

步骤4：容错（FT） VLAN是一个专用VLAN，由一对冗余ACE使用来传播心跳和状态

信息。所有与冗余相关的流量都在此FT VLAN上发送，包括心跳、配置同步数据包和状

态复制数据包。请将以下配置应用于第一个Appliance设备。

您需要配置将FT配置为在第二个appliance设备上重复进行，将IP和对等体IP地址的值

进行交换。

步骤5：为使引擎开始传输流量，请创建一个VLAN接口，并为其分配一个IP地址。由

于您使用的是单臂模式，因此还需要建立一个NAT池。

此时，该引擎已在网络上可达。现在您可以配置负载均衡策略。如果您要配置第二个设

备来实现高可用性，请重复步骤5，交换IP和对等体IP地址的值。

步骤1：首先定义需要负载均衡的应用服务器。

步骤2：接下来创建一个简单的HTTP探针（probe），测试Web服务器的状态。

程序2 配置负载均衡策略

服务器负载均衡模块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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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farm host webfarm
  probe http-probe
  rserver webserver1 80
    inservice
  rserver webserver2 80
    inservice

class-map match-any http-vip
  2 match virtual-address 10.10.48.100 tcp eq www
policy-map type loadbalance first-match http-vip-17slb
  class class-default
    serverfarm webfarm
policy-map multi-match int148
  class http-vip
    loadbalance vip inservice
    loadbalance policy http-vip-17slb
    loadbalance vip icmp-reply active
    nat dynamic 1 vlan 148
interface vlan 148
  service-policy input int148

步骤3：将Web服务器和探针部署到服务器群中。

步骤4：现在配置负载均衡策略，并将其分配到VLAN接口。

现在，通过VIP （10.10.48.100）就能对应用进行访问，同时请求在两个Web服务器之

间进行分布。

总结

IT机构面临着在确保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向遍布全球的员工交付应用和关键业务数据的

重大挑战。应用交付技术可帮助IT机构提高可用性、性能和安全性。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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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Midsize Organizations Deployment Product List

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100-600 Network Core Cisco Catalyst 3750-X 

Stackable 12 & 24 Port SFP and IP Services Image

WS-C3750X-12S-E

WS-C3750X-24S-E

15.0(1)SE1

600-1000 Network Core Cisco Catalyst 4507RE

7-Slot Chassis, fan, no ps, Red Sup Capable

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24-Port GE (SFP) Dual 
supervisors and dual power supplies

WS-C4507R+E Catalyst 4500 E-Series 

WS-X45-SUP7-E

WS-X4712-SFP+E

WS-X4648-RJ45-E

WS-X4624-SFP-E 

15.0(2)SG1

CAT4500E SUP7e 
Universal Crypto 
Image

1000-2500 Network Core Cisco Catalyst 6500VSS; Two each of every 
component

WS-C6504-E

VS-S720-10G

WS-X6716-10GE

WS-X6748-SFP

12.2(33)SXI7

附录A：
中小企业部署产品列表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100-600名用户网络核心层 Cisco Catalyst 3750-X

可堆叠12和24端口SFP和IP Services Image 

WS-C3750X-12S-E

WS-C3750X-24S-E

15.0（1）SE1

600-1000名用户网络核心层 Cisco Catalyst 4507RE

7插槽机箱、风扇、无ps，支持Red Sup

Cisco Catalyst 4500 E系列24端口GE （SFP） 双管理引擎

和双电源

WS-C4507R+E Catalyst 4500 E-Series 

WS-X45-SUP7-E

WS-X4712-SFP+E

WS-X4648-RJ45-E

WS-X4624-SFP-E 

15.0（2）SG1

C A T 4 5 0 0 E  S U P 7 e 
Universal Crypto Image

1000-2500名用户网络核心层 Cisco Catalyst 6500VSS; 每个组件两个 WS-C6504-E

VS-S720-10G

WS-X6716-10GE

WS-X6748-SFP

12.2（33）SX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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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Midsize Organizations Deployment Product List

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100-600 Network Core Cisco Catalyst 3750-X 

Stackable 12 & 24 Port SFP and IP Services Image

WS-C3750X-12S-E

WS-C3750X-24S-E

15.0(1)SE1

600-1000 Network Core Cisco Catalyst 4507RE

7-Slot Chassis, fan, no ps, Red Sup Capable

Cisco Catalyst 4500 E-Series 24-Port GE (SFP) Dual 
supervisors and dual power supplies

WS-C4507R+E Catalyst 4500 E-Series 

WS-X45-SUP7-E

WS-X4712-SFP+E

WS-X4648-RJ45-E

WS-X4624-SFP-E 

15.0(2)SG1

CAT4500E SUP7e 
Universal Crypto 
Image

1000-2500 Network Core Cisco Catalyst 6500VSS; Two each of every 
component

WS-C6504-E

VS-S720-10G

WS-X6716-10GE

WS-X6748-SFP

12.2(33)SXI7

附录A：中小企业部署产品列表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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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Headquarter access for PC, phones, 
APs, other devices

Cisco Catalyst 4507R+E 

Dual supervisors (or single supervisor for lower 
cost)

Dual power supplies

WS-C4507R+E 

WS-X45-SUP7L-E Catalyst 4500 E-Series 
Supervisor LE, 520Gbps

WS-X4648-RJ45V+E

15.0(2)XO 

Cisco Catalyst 3750-X Stackable 

24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ith PoE+ and 
IP Base. Uplink Module is optional.* 

*Optional 3750-X 4xSFP Uplink Module 

WS-C3750X-24P-S

WS-C3750X-48PF-S

C3KX-NM-1G

15.0(1)SE1

Cisco Catalyst 3560-X Standalone 

24 &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ith PoE+ and 
IP Base. Uplink Module is optional.* 

*Optional 3560-X 4xSFP Uplink Module

WS-C3560X-24P-S

WS-C3560X-48PF-S

C3KX-NM-1G

15.0(1)SE1

Cisco Catalyst 2960-S Stackable** 

24 &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ith PoE+,LAN 
Base, 4 SFP ports. Stacking Module is optional.** 

**Optional 2960-S FlexStack Stack Module

WS-C2960S-24PS-L 

WS-C2960S-48FPS-L 

C2960S-STACK

15.0(1)SE1

Server Room Switch Cisco Catalyst 3750-X Stackable 

24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ith IP Base. 
Uplink Module is optional.*

*Optional 3560-X or 3750-X 4xSFP Uplink Module

WS-C3750X-24T-S 

WS-C3750X-48T-S 

C3KX-NM-1G

15.0(1)SE1

Cisco Catalyst 3560-X Standalone

24 &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ith IP Base. 
Uplink Module is optional.*

*Optional 3560-X or 3750-X 4xSFP Uplink Module

WS-C3560X-24T-S 

WS-C3560X-48T-S

C3KX-NM-1G

15.0(1)SE1

Internet DMZ Switch Cisco Catalyst 3750-X Stackable 

24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ith IP Base.

WS-C3750X-24T-S 

WS-C3750X-48T-S 

15.0(1)SE1

Cisco Catalyst 3560-X Standalone

24 &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ith IP Base. 

WS-C3560X-24T-S 

WS-C3560X-48T-S

15.0(1)SE1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PC、电话、AP和其它设备的

总部接入功能

Cisco Catalyst 4507R+E WS-C4507R+E 15.0（2）XO 

双管理引擎（或者单管理引擎以降低成本） WS-X45-SUP7L-E Catalyst 4500 E-Series Supervisor LE, 
520Gbps

双电源 WS-X4648-RJ45V+E

Cisco Catalyst 3750-X可堆叠交换机 WS-C3750X-24P-S 15.0（1）SE1

24和48个以太网10/100/1000端口，带PoE+和IP Base。可

选配上行链路模块。*
WS-C3750X-48PF-S

*可选配3750-X 4xSFP上行链路模块 C3KX-NM-1G

Cisco Catalyst 3560-X独立交换机 WS-C3560X-24P-S 15.0（1）SE1

24和48个以太网10/100/1000端口，带PoE+和IP Base。可

选配上行链路模块。*
WS-C3560X-48PF-S

*可选配3560-X 4xSFP上行链路模块 C3KX-NM-1G

Cisco Catalyst 2960-S可堆叠交换机** WS-C2960S-24PS-L 15.0（1）SE1

24和48个以太网10/100/1000端口，带PoE+、LAN Base、
4个SFP端口。可选配堆叠模块。**

WS-C2960S-48FPS-L 

**可选2960-S FlexStack堆叠模块 C2960S-STACK

服务器机房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3750-X可堆叠交换机 WS-C3750X-24T-S 15.0（1）SE1

24和48个以太网10/100/1000端口，带IP Base。可选配上

行链路模块。*
WS-C3750X-48T-S 

*可选配3560-X或3750-X 4xSFP上行链路模块 C3KX-NM-1G

Cisco Catalyst 3560-X独立交换机 WS-C3560X-24T-S 15.0（1）SE1

24和48个以太网10/100/1000端口，带IP Base。可选配上

行链路模块。*
WS-C3560X-48T-S

*可选配3560-X或3750-X 4xSFP上行链路模块 C3KX-NM-1G

互联网DMZ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3750-X可堆叠交换机 WS-C3750X-24T-S 15.0（1）SE1

24和48个以太网10/100/1000端口，带IP Base。 WS-C3750X-48T-S 

Cisco Catalyst 3560-X独立交换机 WS-C3560X-24T-S 15.0（1）SE1

24和48个以太网10/100/1000端口，带IP Base。 WS-C3560X-48T-S

附录A：中小企业部署产品列表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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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Headquarters WAN router Cisco 3945 or 3925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G2 C3945-VSEC/K9

C3925-VSEC/K9

15.1(4)M2

Remote-site router Cisco 2951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Cisco 2921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Cisco 2911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Cisco 881 Integrated Services Router

C2951-VSEC/K9

C2921-VSEC/K9

C2911-VSEC/K9

C881SRST-K9

15.1(4)M2

Remote-site router modules Cisco Wide Area Acceleration Module SRE-700-S

SRE-900-M

4.4.1.12

Remote-site Switch Cisco Catalyst 3750-X Stackable 

24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ith PoE+ and 
IP Base. Uplink Module is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3560-X Standalone

24 &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ith PoE+ and 
IP Base. Uplink Module is optional.*

Cisco Catalyst 2960-S Stackable**

24 & 48 Ethernet 10/100/1000 ports with PoE+,LAN 
Base, 4 SFP ports.

**Optional 2960-S FlexStack Stack Module

WS-C3750X-24P-S 

WS-C3750X-48PF-S 

 
WS-C3560X-24P-S 

WS-C3560X-48PF-S 

 
WS-C2960S-24PS-L

WS-C2960S-48FPS-L

C2960S-STACK

15.0(1)SE1

Internet Edge Firewall Cisco 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 

ASA 5540 with the SSM-40 IPS Module

ASA 5520 with the SSM-20 IPS Module

ASA 5510 with the SSM-10 IPS Module 

ASA5540-AIP40-K9 

ASA5520-AIP20-K9 

ASA5510-AIP10-K9 

8.4.2.ED 

7.0(5a)E4

Server Room Firewall Cisco 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 

ASA 5540 with the SSM-40 IPS Module

ASA5540-AIP40-K9 8.4.2.ED

7.0(5a)E4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总部广域网路由器 Cisco 3945或3925集成多业务路由器G2 C3945-VSEC/K9

C3925-VSEC/K9

15.1（4）M2

远程站点路由器 Cisco 2951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Cisco 2921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Cisco 2911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Cisco 881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C2951-VSEC/K9

C2921-VSEC/K9

C2911-VSEC/K9

C881SRST-K9

15.1（4）M2

远程站点路由器模块 思科广域加速模块 SRE-700-S

SRE-900-M

4.4.1.12

远程站点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3750-X可堆叠交换机 WS-C3750X-24P-S 15.0（1）SE1

24和48个以太网10/100/1000端口，带PoE+和IP Base。可

选配上行链路模块。*
WS-C3750X-48PF-S 

Cisco Catalyst 3560-X独立交换机 WS-C3560X-24P-S 

24和48个以太网10/100/1000端口，带PoE+和IP Base。可

选配上行链路模块。*
WS-C3560X-48PF-S 

Cisco Catalyst 2960-S可堆叠交换机** WS-C2960S-24PS-L

24和48个以太网10/100/1000端口，带PoE+、LAN Base、
4个SFP端口。

WS-C2960S-48FPS-L

**可选2960-S FlexStack堆叠模块 C2960S-STACK

互联网边缘防火墙 Cisco 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

ASA 5540，带SSM-40 IPS模块

ASA 5520，带SSM-20 IPS模块

ASA 5510，带SSM-10 IPS模块

ASA5540-AIP40-K9 

ASA5520-AIP20-K9 

ASA5510-AIP10-K9 

8.4.2.ED 

7.0（5a）E4

服务器机房防火墙 Cisco Adaptive Security Appliance（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

ASA 5540，带SSM-40 IPS模块

ASA5540-AIP40-K9 8.4.2.ED

7.0（5a）E4

附录A：中小企业部署产品列表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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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area Product Part numbers Software version

Headquarters— 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Cisco 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4200 Series IPS-4240-K9 (300 Mbps) 

IPS-4255-K9 (600 Mbps) 

IPS-4260-K9 (2 Gbps)

7.0(5a)E4

Application Acceleration 

Headquarters CM 

Headquarters endpoint

Cisco WAVE 694

Cisco WAVE 594

Cisco WAVE 294

WAVE-694-K9

WAVE-594-K9

WAVE-294-K9

4.4.1.12

Wireless Access Points Cisco Aironet access points 

1140 Fixed with Internal Antennas 

1260 with Internal Antennas

3500 with Internal Antennas

3500 with External Antennas

AIR-LAP1142N (Country-specific) 

AIR-LAP1262N (Country-specific)

AIR-CAP3502I (Country-specific)

AIR-CAP3502E (Country-specific)

7.0.116.0

Wireless LAN Controller Cisco WLC 5508 AIR-CT5508-12-K9 7.1.91.0 

Server Load Balancing Cisco Application Control Engine ACE-4710-1F-K9 A5.1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总部入侵防御系统 Cisco入侵防御系统4200系列 IPS-4240-K9 （300 Mbps） 

IPS-4255-K9 （600 Mbps） 

IPS-4260-K9 （2 Gbps）

7.0（5a）E4

应用加速

总部CM

总部终端

Cisco WAVE 694

Cisco WAVE 594

Cisco WAVE 294

WAVE-694-K9

WAVE-594-K9

WAVE-294-K9

4.4.1.12

无线接入点 Cisco Aironet无线接入点

1140固定无线接入点，内置天线

1260无线接入点，内置天线

3500无线接入点，内置天线

3500无线接入点，外置天线

AIR-LAP1142N （适用于特定国家） 

AIR-LAP1262N （适用于特定国家）

AIR-CAP3502I （适用于特定国家） 

AIR-CAP3502E （适用于特定国家） 

7.0.116.0

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Cisco WLC 5508 AIR-CT5508-12-K9 7.1.91.0 

服务器负载均衡 Cisco Application Control Engine（思科应用控制引擎） ACE-4710-1F-K9 A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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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程序介绍在现有Windows Server 2008 Enterprise Edition安装过程中，为本指南中部署

的无线局域网控制器启用RADIUS身份验证所需的步骤。

附录B：采用Windows 
Server 2008进行RADIUS
身份验证

附录B：采用Windows Server 2008进行RADIUS身份验证2012年上半年

安装Active Directory证书服务和网络策略服务

1 安装服务

2 设置证书自动注册

3 验证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4 测试DATA WLAN

程序1 安装服务

流程

步骤1：将服务器加入您的现有域，然后重启。

步骤2：服务器重启后，打开Server Manager。

步骤3：浏览至Roles（角色） >Add Roles（添加角色）。

步骤4：在Server Roles（服务器角色）页面，选择Active Directory Certificate 

Services（活动目录证书服务）和Network Policy and Access Services（网络策略和

访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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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按照向导中的指示进行操作。

当配置Network Policy（网络策略）和Access Services（访问服务）角色时，选择

Network Policy Server（网络策略服务器）并保留为AD CS选择的缺省Certification 

Authority（认证机构）角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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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CA Type（CA类型），选择Root CA。

完成此向导其余部分的操作，进行您希望的任何变更。否则，保留相应的缺省设置。注

意，在向导结束时会出现一条告警，指出在安装AD CS角色后，此服务器的名称将不能

改变。

现在您的域中有了Root CA和NPS服务器，您可以对其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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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管理单元）。

技术提示

我们假定这是您环境中的第一个Certification Authority（认证机构），如果

不是，您或者不需要安装此角色，或者您可以将此服务器配置为Subordinate 

CA（从属CA）。

步骤7：在Certificates snap-in（证书管理单元），为本地计算机选择Computer 

account（计算机帐户）。

 

步骤8：在Select Computer（选择计算机）中，选择Local computer（本地计算

机），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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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添加证书颁发机构管理单元。

 

步骤10：添加Certificate Templates Snap-in（证书模板管理单元），然后单击OK（确定）。

步骤11：展开Certificates （Local Computers）-> Personal，右键单击Certificates

（证书），然后点击Request new certificate（请求新证书）。

 

步骤12：按照向导，针对证书类型选择Computer（计算机），然后单击Enroll（注

册）。检查并确保证书模板文件夹在Certificate Authority / Issued Certificates（证书颁

发机构/已颁发证书）下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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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单击Certificate Templates（证书模板）文件夹，在右侧窗格中找到 RAS and 

IAS Server Template（RAS和IAS服务器模板）。

步骤14：右键单击RAS and IAS Server（RAS和IAS服务器），并单击Duplicate 

Template（复制模板）。

 

步骤15：选择Windows Server 2008 Enterprise，然后点击OK（确定）。

步骤16：键入有效的显示名称，选择Publish Certificate in Active Directory（在Active 

Directory中发布证书）复选框，点击Apply（应用），然后选择MMC控制台。

 

步骤17：使用Administrative Tools（管理工具）打开Network Policy Server（网络策略

服务器）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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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8：右键点击父节点NPS （Local），点击Register server in Active Directory（在

Active Directory中注册服务器），点击OK（确定），然后再次点击OK（确定）。

  

步骤19：在依然选中NPS （Local）节点的情况下，选择RADIUS server for 802.1X 

Wireless or Wired Connections（用于802.1X无线或有线连接的RADIUS服务器），然

后单击Configure 802.1X（配置802.1X）。

步骤20：在Type of 802.1X connection（802.1X连接类型）下，选择Secure Wireless 

Connections（安全无线连接），然后为希望使用该向导创建的策略键入恰当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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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1：点击Add（添加）。

步骤22：RADIUS客户端将是您的无线接入点，因此请输入某个易记名称来识别此接入

点（例如，AP01），然后为此接入点提供IP地址或DNS条目。

步骤23：点击Next（下一步），选择Microsoft：Protected EAP （PEAP），然后单击

Configure（配置）（如果您收到一条错误消息，则您可能没有正确执行步骤1 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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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4：确保Certificate issued（颁发的证书）下拉列表框里有您在步骤4中注册的

证书。

 

步骤25：在Specify User Groups（指定用户组）下，点击Add（添加）添加您已经创

建的组，或执行以下步骤创建组，并向组中添加用户。

步骤26：创建一个名为SBA-Users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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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7：创建名为test的用户，并将其添加至在上一步骤中创建的组。

 

步骤28：单击Next（下一步），然后单击Add（添加）以使用Active Directory（活动

目录）组，来确保您无线服务的安全（您应将机器帐户和用户帐户都添加到该组，以在

用户登录前在无线连接上验证机器身份）。

 

步骤29：在向导的下一步中，您可以配置VLAN信息，或者接受缺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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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0：单击Finish（完成），完成802.1x的配置。

 

步骤31：重启Network Policy Server（网络策略服务器）服务。

如果您现在展开此Policies（策略）节点，您将会看到向导已创建了一个Connection 

Request Policy（连接请求策略）和一个Network Policy（网络策略），后者包含相应

的设置来验证您的无线连接的身份。您这些可以手动创建个别策略，但使用向导进行创

建更方便。

 

您还可以删除安全性较低的身份验证方法选项，并根据需要增加网络策略中的加密

方法。

步骤32：在Network Policies（网络策略）节点下，打开新创建策略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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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3：在Constraints（限制）选项卡上，取消选中Less secure authentication 

methods（不太安全的身份验证方法）下的所有复选框。

 

步骤34：在Settings（设置）选项卡上，单击Encr yption（加密）并取消选中除

Strongest encryption （MPPE 128-bit）（最强加密（MPPE 128位））之外的所有选

项框。

 

步骤35：保存此策略，然后重启Network Policy Server（网络策略服务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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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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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打开Group Policy Management（组策略管理）。

步骤2：创建一个新GPO策略并对其适当命名。

 

步骤3：右键单击您创建的New Policy Object（新策略对象），然后单击Edit（编辑）

来编辑组策略的设置。

程序2 设置证书自动注册
步骤4：转至Computer Configuration（计算机配置）\Policies（策略）\Windows 

Settings（Windows设置）\Security Settings（安全设置）\Public Key Policies（公钥

策略）

在详细信息窗格，您应看到以下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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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转至Computer Configuration（计算机配置）\Policies（策略）\Windows 

Settings（Windows设置）\Security Settings（安全设置）\Public Key Policies（公钥

策略）\Automatic Certificate Request Settings（自动证书请求设置）。

 

步骤6：右键单击详细信息窗格并点击New（新建） > Automatic Certificate Request

（自动证书请求）。

步骤7：在Automatic Certificate Request Setup Wizard（自动证书请求设置向导）中，

选择 Computer Certificate（计算机证书），然后选择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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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在新创建策略的GPO 中，在右侧窗格中的Settings（设置）选项卡下，您应

看到Public Key Policies（公钥策略）\ Automatic Certificate Request Settings（自

动证书请求设置）和Public Key Policies（公钥策略）/ Trusted Root Certification 

Authorities（可信根认证机构）详细信息。

程序3 验证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步骤1：将AP连接至接入交换机，按照本指南中的说明配置端口。

无线接入点应与无线局域网控制器（WLC）相关联，并应出现在WLC\Wireless中。

 

步骤2：在出于测试目的连接无线设备之前，先在WLC上验证以下设置：

● 单击WLAN（Voicevlan和DataVLANs）
● 在相应的WLAN下，点击Security（安全性）选项卡，然后点击AAA Servers（AAA

服务器）选项卡。

● 确保Server1下拉列表将AD Ip 和 Port 1812设置为None，然后点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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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点击WLAN（无线局域网），点击Advanced（高级）选项卡，取消选中Client 

Exclusion Enabled（启用客户端排除）复选框。

 

步骤4：验证控制器接口。

点击Controller（控制器），选择Data（数据）接口，然后检查是否提供了VL AN 

Identifier、IP address、Gateway和Primary DHCP Server。

 

步骤5：为语音接口重复之前的步骤。

步骤6：检查并确保Active Directory可以ping通W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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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使用您添加到在Active Directory上创建的SBA-Users（组）的用户名和密码，

将一台笔记本电脑连接到您在WLC上创建的Data SSID（数据SSID）。

步骤2：检查并确保RADIUS Requests和Accepts正在抵达Active Directory。在Active 

Directory上，打开Event Viewer（事件浏览器） \Custom Views（定制视图）\Server 

Roles（服务器角色）\Network Policy and Access Services（网络策略和访问服务）。

 

 

程序4 测试DATA WLAN

步骤3：检查并确保客户端出现在Monitor（监视） > Clients（客户端）下的WLAN上。

该客户端Mac地址将连同分配给它的DHCP地址一起显示。

这表明RADIUS Authentication（RADIUS身份验证）已经成功。



168附录C：变更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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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更改了DMZ VLAN和子网。

● 我们添加了DMZ交换机配置指南。

● 在初始配置后，我们将互联网边缘防火墙和远程接入VPN配置更改为由GUI驱动。

● 我们将访客WLAN子网和VLAN更改为与DMZ子网保持连续性。

● 我们将WAAS头端设备和无线局域网控制器从服务器机房交换机连接移至核心交换机

连接。

● 我们添加了用于小型远程站点的Cisco 881路由器。

附录C：变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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