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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感谢您选择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太网接入交换机。 MS200X 交换

机是一款稳定安全、简单易用的二层接入交换机系列产品。它能够提高关键商业程序

的可用性，优化您的网络带宽，提供各类应用需要的服务质量优化，并保护您的重要

信息资产。简单易用的配置界面，无需专业 IT 人员也可轻松部署，为您迅速提高员

工、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工作效率。

本章介绍 MS200X 交换机的产品型号和基本特性、如何安装和连接交换机以及如何访

问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对交换机进行配置，包括以下内容：

• 简介

• 设备型号和配置

• MS200X 交换机特性

• 安装 MS200X 交换机

• 连接 MS200X 交换机

• 使用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配置 MS200X 交换机

• 使用入门页面

简介

MS200X 交换机提供了接入层网络所需的管理、安全、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 

QoS）、节能及全端口以太网供电 （Power over Ethernet, PoE） 特性，能够满足数

据、语音、安全和无线应用等多方面需求。其内置的城域以太网功能及防雷击特性也

适用于运营商城域网接入及公共 Wi-Fi 部署。

MS200X 交换机提供了完备的接入层网络所需的功能特性。这些特性能让各类应用程

序都全速运行，并提供了精细的管理用户和流量的能力。作为思科整体网络解决方案

的一部分， MS200X 交换机经过完整的解决方案测试，可以即刻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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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200X 交换机具备以下优势：

• 安全桌面有线连接—MS200X 交换机经过严格的检验，提供高速稳定的有线连

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附带的访问控制列表功能 （Access Control List，

ACL），只允许授权人员访问敏感信息，保证信息安全。具备防范 DHCP、

ARP、伪造 IP 地址等多种类型攻击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网络安全。

• 灵活部署无线网络—MS200X-24P 交换机支持全端口以太网供电，是您在部署

无线网络时，无需考虑无线接入点的供电问题，自由选择无线接入点摆放位

置，为员工提供 高的移动生产效率。

• 统一通信解决方案—MS200X 交换机与思科 IP 电话全面兼容，可以在一个网络

上同时承载语音和数据服务。交换机通过 CDP 或 LLDP 自动配置语音 VLAN，

且让语音优先于数据流量，在复杂的网络流量条件下保证通话质量。

• 高安全访客接入—MS200X 交换机可将安全的接入网络扩展至访客接入端。无

论是在酒店、公司接待室还是其他任何对非员工用户开放的区域，访客用户都

能够获得安全的网络接入。通过功能强大又配置简便的数据安全隔离功能，您

能将公司主要业务流量与访客服务隔离开来，并使访客在网络中保持各自的私

密性。

• 轻松管理配置—MS200X交换机同时提供基于web 的全中文配置界面和经典命

令行，降低对专业 IT 人员的需求并减少日常网络管理工作的负担。支持

Remote SPAN，网络管理员无需到达现场，即可在网管中心获取数据报文，检

查和排除故障。支持 SNMPv1/v2c/v3，便于集中管理。

• 城域以太网接入—MS200X 交换机支持城域以太网接入所需的 VLAN 交换和灵

活 QinQ 功能，使运营商可以灵活处理客户 VLAN 与运营商 VLAN 间的关系，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灵活运营三网合一等多种业务。支持防雷击保护特性，对

于复杂的部署环境，也无需担心设备可靠性。

设备型号和配置

下表列出了 MS200X 系列交换机的具体型号和基本配置：

型号 配置

MS200X-24 24 个 10/100 Mbps RJ-45 以太网端口， 2 个双重用途组合端口

（包括 2 个 10/100/1000 Mbps RJ-45 端口和 2 个 SFP 模块插

槽）和 1 个 RJ-45 控制台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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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200X 交换机特性

本节介绍 MS200X 交换机的外观，包括端口、指示灯和重置按钮等，以帮助您尽快地

熟悉和了解您的交换机。

前面板

端口、指示灯和重置按钮均位于交换机的前面板。

MS200X-24S 24 个 10/100 Mbps RJ-45 以太网端口， 2 个双重用途组合端口

（包括 2 个 10/100/1000 Mbps RJ-45 端口和 2 个 SFP 模块插

槽）和 1 个 RJ-45 控制台端口

MS200X-24P 24 个 10/100 Mbps RJ-45 以太网端口 （支持以太网供电）， 2
个双重用途组合端口 （包括 2 个 10/100/1000 Mbps RJ-45 端

口和 2 个 SFP 模块插槽）和 1 个 RJ-45 控制台端口

型号 配置

24 RJ-45 

Link/ACT Link/ACT

2

PoE
( )

RJ-45 以太网

端口

使用这些端口，您可以将网络设备 （例如计算机、打印机和接入

点）连接至交换机。



入门

MS200X 交换机特性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用户手册 14

1

miniGBIC 端口 miniGBIC （千兆接口转换器）端口是 miniGBIC 模块的连接点。

通过此端口， MS200X 交换机可通过光纤向上传输至其他交换

机。

• miniGBIC 端口可以与思科 miniGBIC 模块 MGBSX1、

MGBLH1、MGBLX1、MGBBX1、MFELX1、MFEFX1 和

MFEBX1 相兼容。

• miniGBIC端口是一个组合端口，与一个千兆RJ-45 端口共

用。 miniGBIC 处于活动状态时，毗邻的 RJ-45 端口会被

禁用。

• 相应的RJ-45端口指示灯会亮起以对miniGBIC端口流量作

出响应。

控制台端口 通过控制台端口，您可以将控制台电缆连接至计算机串行端口以

使用终端仿真程序进行配置。

Link/ACT 指示

灯

（绿色）位于 RJ-45 以太网端口左侧。在检测到相应端口与其他

设备之间的 10/100 Mbps 链接时稳定亮起。在端口传输流量时

闪烁。

PoE 指示灯

（如果有）

（琥珀色）位于 RJ-45 以太网端口右侧 （仅适用于 MS200X-

24P 交换机）。当检测到受电设备时稳定亮起，表示正在为连

接至相应端口的设备供电。

Link/ACT 指示

灯

（绿色）位于双重用途组合端口中的 RJ-45 端口左侧。在检测到

相应端口与其他设备之间的 10/100/1000 Mbps 链接时稳定亮

起。在端口传输流量时闪烁。

系统指示灯

（System）

（绿色）在交换机接通电源且正常工作时稳定亮起。在交换机启

动、执行自检以及获取 IP 地址时闪烁。如果指示灯呈琥珀色闪

烁，则表示交换机检测到硬件故障、固件问题或配置文件错误等

问题。

重置按钮

（RESET）

使用回形针或笔尖长按重置按钮可重启交换机或恢复出厂默认设

置。

• 重启交换机 — 长按重置按钮不超过 10 秒钟然后释放。

•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 接通电源后，长按重置按钮超过 10
秒钟。所有端口指示灯亮起直至系统重置成功。交换机将

自动重启并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您之前所作的任何配置

信息都将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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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板

电源端口和接地螺丝位于交换机的后面板上。

安装 MS200X 交换机

您可以将 MS200X 交换机放置在桌面上、固定到墙壁上或安装到一个标准机架中。

安放提示

• 环境温度 — 为防止设备过热，请勿在环境温度超过 104 华氏度 （40 摄氏度）

的环境下运行 MS200X-24 交换机，或在环境温度超过 122 华氏度 （50 摄氏

度）的环境下运行 MS200X-24S 或 MS200X-24P 交换机。

• 通风 — 请确保设备周围通风良好。

• 机械负载 — 请确保设备放置平稳，以免出现任何对设备造成损坏的情况。

将附带的粘贴式橡胶脚垫安装到交换机底部，然后将其平放在光滑的桌面上。

机架式安装

MS200X 交换机可安装到任意一台 19 寸标准机架中。交换机需要 1 个机架单位的空

间，高约 1.75 英寸 （约 4.45 厘米）。

警告 当安装多台设备到同一个机架中时，请避免电路过载。为保持稳定，请将设备从下往

上放入机架。将 重的设备安装在机架底部。如果机架顶部过重，则可能会不稳定，

甚至发生侧翻。

电源端口 通过电源端口，可为交换机接通电源。

接地螺丝 在机架安装交换机时，如机架上有接地装置，使用接地电缆将其

连接至机架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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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以下步骤将交换机固定到机架中：

步骤 1 在交换机一侧放置所提供的机架安装支架，使用 4 个附带的 M5 螺钉加以固定。

步骤  2 对于交换机的另一侧，重复步骤 1。

步骤  3 稳定连接安装硬件之后，按照以下示意图将交换机安装到标准的 19 英寸机架上。

壁挂式安装

MS200X 交换机支持壁挂式安装。您可以利用附带的机架安装支架和交换机侧面板的

安装孔将交换机固定到墙壁上。壁挂式安装交换机时，保持其前面板端口朝下。

警告 壁挂不当可能会损坏设备或造成人身伤害。对于因壁挂不牢固而造成的损坏，思科不

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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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以下步骤将交换机固定到墙壁上：

步骤 1 确定交换机的安装位置。确保墙面光滑、平整、干燥且固定。

步骤  2 在交换机一侧放置一个附带的机架安装支架，并用 2 个盘头 M5 螺钉固定。

步骤  3 对于交换机的另一侧，重复步骤 2。

步骤  4 为保证交换机和相关电缆的 佳支持，请确保交换机被安全地固定在墙壁上。如下图

所示，将交换机固定到墙壁上，保持其前面板端口朝下。

连接 MS200X 交换机

请按照以下步骤连接 MS200X 交换机至网络：

步骤 1 将以太网电缆连接至计算机、打印机、网络存储器或其他网络设备的以太网端口。

步骤  2 将以太网电缆的另一端连接至已编号的交换机的以太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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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接的设备处于活动状态，相应端口指示灯会亮起。有关交换机上不同端口和指

示灯的详细说明，请参考 “MS200X 交换机特性”。

步骤  3 对于您想连接至交换机的每台设备，请重复执行步骤 1 和步骤 2。

注 思科强烈建议用户使用 CAT5E 或更好的以太网电缆连接网络设备。在您连接网络设备

时，请勿超出 100 米 （328 英尺）的 大电缆距离。连接的设备或 LAN 在连接之后

可能需要一分钟的时间才能运行。这是正常现象。

以太网供电注意事项

如果您的交换机为 MS200X-24P 型交换机，请注意以下事项：

作为一种供电设备，该交换机每 PoE 端口可向受电设备提供 大 30 瓦的功率，所有

PoE 端口 大可向受电设备提供 370 瓦的功率。

使用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配置 MS200X 交换机

您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管理 MS200X 交换机：通过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或通过

控制台端口。使用控制台端口需要用户具备高级技能。有关使用控制台端口访问交换

机命令行管理接口配置交换机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使用命令行接口管理交换机”一

节和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太网接入交换机命令行配置手册》的

说明。

配置前准备

请确保用于运行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的计算机符合以下要求：

• 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 6.0、Firefox 3.0、Chrome 5.0、Safari 3.0 或以上浏

览器的更高版本

• 操作系统：Windows XP、 Vista （32 位 /64 位）、 Windows 7 （32 位 /64
位）、 Mac OS X 10.5 （或 10.6）或 Linux 2.5 （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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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默认设置

首次使用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配置您的交换机时，请使用以下出厂默认设置：

登录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

要使用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访问交换机，您需要知道交换机当前所用的 IP 地址。默

认情况下，在交换机自动从 DHCP 服务器获取一个 IP 地址之前，交换机使用其出厂

默认 IP 地址 192.168.1.254。

注 如果您通过网络连接管理交换机，而该交换机的 IP 地址发生变化时 （如 DHCP 服务

器重新分配给交换机一个新的 IP 地址或您手动修改了交换机的 IP 地址），您对该交换

机的访问将丢失。您必须在浏览器中输入新的 IP 地址重新登录基于 web 的管理界

面。如果您通过控制台端口连接管理交换机，此链路将被保留。

使用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管理交换机的步骤：

步骤 1 接通计算机和交换机的电源。

步骤  2 将计算机连接至交换机。使用以太网电缆直接连接计算机和交换机，或通过其他交换

机连接至交换机所处的同一 LAN，即可连接至交换机子网相同的 IP 子网。您还可以通

过一个或多个 IP 路由器将计算机连接至其他 IP 子网的交换机。

步骤  3 设置您计算机上的 IP 配置。

• 如果交换机使用出场默认 IP 地址 192.168.1.254，则您必须在尚未使用的 IP 地

址范围 192.168.1.2-192.168.1.253 内选择 IP 地址。

• 如果 IP 地址由 DHCP 服务器自动分配，请确保您的 DHCP 服务器正在运行，并

且可以通过交换机和计算机进行访问。您可能需要先断开设备连接再重新连接

设备，以便设备可以搜索到来自 DHCP 服务器的新 IP 地址。

注 有关如何变更计算上 IP 地址的详细信息，取决于您正在使用的架构和操作系统的类

型。使用计算机本机的帮助和支持功能，并搜索 IP 寻址。

参数 默认值

用户名 cisco

密码 cisco

交换机 IP 192.168.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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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打开一个 web 浏览器窗口。如果在连接至设备时系统提示您安装 Active-X 插件，请

按照提示接受该插件。

步骤  5 在地址栏中输入交换机 IP 地址，然后按 Enter 键。例如，

http://192.168.1.254。

步骤  6 在打开的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默认的用户名为 cisco，默认的密码为 cisco。

用户名和密码均区分大小写。

步骤  7 点击 “登录”。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使用默认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则会打开 “修改密码”页面。为了更

好地保护您的网络，请更改默认的管理员密码。 

修改默认密码

首次登陆时，建议您修改默认的管理密码。交换机默认启用密码复杂性检测机制。

“修改密码”页面上显示了用于构建新密码的规则。

修改默认密码的步骤：

步骤 1 在 “新密码设置”区域，设定以下参数：

• 原密码 — 输入默认的管理员密码 （cisco）。

• 新密码 — 输入一个新密码。

• 确认新密码 — 再次输入新密码。

• 密码强度规则 — 启用密码强度规则 （默认为启用），要求新的管理员密码必须

符合密码复杂性要求，比如：

- 不可与用户名相同。 

- 不可与当前密码相同。 

- 短长度为 8 个字符长度 。

- 少字符类别数为 3。字符类别为大写、小写、数字和特殊字符。 

步骤  2 设定好以上参数之后，单击 “应用”。

此时，系统显示 “使用入门”页面。

注 如果不想修改默认的管理密码，请禁用 “密码强度规则”选项然后单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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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勾选 “启动时不显示此页面”选项可防止每次登录系统时都显示 “使用入门”页面。

如果选择了该选项，下次登录系统时，将打开 “系统摘要”页面而不是 “使用入门”

页面。

注销登录

默认情况下，如果您在十分钟内没有任何操作，将会注销您的登录。您可以按照 “设

置闲置会话超时”一节中所述更改此默认值。

!
注意 除非将运行配置复制到启动配置，否则自上次保存文件以来所做的所有更改将会在交

换机重新启动后全部丢失。建议在注销前先将运行配置保存到启动配置，以保留在该

会话期间所做的一切更改。

显示在 “保存”应用程序链接左侧的红色 X 图标表明对运行配置进行了更改，但尚未

将更改保存到启动配置文件。

单击 “保存”会显示 “复制 / 保存配置”页面。通过将运行配置文件复制到启动配置

文件来保存该文件。保存后，将不再显示红色 X 图标和 “保存”应用程序链接。

要注销登录，只需单击任意页面右上角的 “注销”，系统便会注销登录。

如果发生超时，或者您故意注销系统，会显示一则消息并且会打开登录页面，其中显

示一则消息，说明应用程序处于已注销状态。登录后，应用程序会返回到初始页面。

初始页面取决于是否在 “使用入门”页面中选择了 “启动时不显示此页面”选项。如

果未选择该选项，则初始页面为 “使用入门”页面。如果选择了该选项，则初始页面

为 “系统摘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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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入门页面

为快速简化交换机配置，“使用入门”页面提供了 常用页面的链接。

类别 链接名称 链接的页面

初始设置 更改设备 IP 地址 打开“管理” > “管理接口” > “IPv4 接

口”页面。

创建 VLAN 打开 “VLAN 管理” > “创建 VLAN”页

面。

端口设置 打开 “端口管理” > “端口设置”页面。

设备状态 系统摘要 打开 “状态和统计信息” > “系统摘要”

页面。

端口统计信息 打开 “状态和统计信息” > “接口”页

面。

RMON 统计信息 打开 “状态和统计信息” > “RMON” >
“统计信息”页面。

查看日志 打开 “状态和统计信息” > “查看日志”

> “RAM 内存日志”页面。

快速访问 更改设备密码 打开 “管理” > “用户帐号”页面。

升级设备软件 打开 “管理” > “文件管理” > “升级 /
备份固件 / 语言”页面。

备份设备配置 打开 “管理” > “文件管理” > “下载 /
备份配置 / 日志”页面。

创建基于 MAC 的 ACL 打开 “访问控制” > “基于 MAC 的

ACL”页面。

创建基于 IP 的 ACL 打开“访问控制”>“基于 IPv4 的 ACL”

页面。

配置 QoS 打开“服务质量” > “一般” > “QoS 属

性”页面。

配置端口镜像 打开 “管理” > “诊断” > “端口和

VLAN 镜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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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支持 访问 MS200X 交换机主页获取 新的产品

信息。

论坛 访问思科技术支持中心。

类别 链接名称 链接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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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统计信息

本章介绍如何查看交换机的状态和统计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 查看接口统计信息

• 查看 Etherlike 统计信息

• 查看系统 ACL 利用率

• 查看风扇状态和温度

• 管理 RMON 统计信息

查看接口统计信息

“接口”页面显示每个端口的流量统计信息。通过此页面，您可以分析每个端口或所

有端口发送和接收的流量数量及其传播方式 （单播、多播和广播）。

查看接口统计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接口”。打开 “接口”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以及要显示统计信息的具体接口。

• 刷新速率 — 选择接口统计信息的刷新频率。可用选项有：

- 不刷新 — 不刷新统计信息。

- 15 秒 — 每隔 15 秒刷新统计信息。

- 30 秒 — 每隔 30 秒刷新统计信息。

- 60 秒 — 每隔 60 秒刷新统计信息。

步骤  3 在 “接收统计信息”区域，显示所选接口接收的数据包的相关信息。

• 字节总数 — 接收的八位字节数，包括坏数据包和 FCS 八位字节数，但不包括

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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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播数据包数 — 接收到的正常单播数据包数。

• 组播数据包数 — 接收到的正常多播数据包数。

• 广播数据包数 — 接收到的正常广播数据包数。

• 带有错误的数据包数 — 接收到的有错误的数据包数。

步骤  4 在 “传输数据统计”区域，显示所选接口发送的数据包的相关信息。

• 字节总数 — 发送的八位字节数，包括坏数据包和 FCS 八位字节数，但不包括

帧位。

• 单播数据包数 — 发送的正常单播数据包数。

• 组播数据包数 — 发送的正常多播数据包数。

• 广播数据包数 — 发送的正常广播数据包数。

步骤  5 如需清除接口统计信息计数器：

• 单击 “清除接口计数器”，清除所选接口的计数器。

• 单击 “清除所有接口的计数器”，清除全部接口的计数器。

查看 Etherlike 统计信息

“Etherlike”页面根据 Etherlike MIB 标准定义显示每个端口的统计信息。“Etherlike”

页面提供关于物理层 （层 1）中错误 （可能中断流量）的详细信息。

查看 Etherlike 统计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Etherlike”。打开 “Etherlike”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以及要显示 Etherlike 统计信息的具体接

口。

• 刷新速率 — 选择 Etherlike 统计信息的刷新频率。

步骤  3 查看所选接口的 Etherlike 统计信息：

• Frame Check Sequence (FCS) Errors — 接收到的未能通过 CRC （循环冗余

校验）的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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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le Collision Frames — 出现单个冲突，但成功传输的帧数。

• Late Collisions— 在数据的前 512 位后检测到的冲突。

• Excessive Collisions— 由于过量冲突而引起的传输数。

• Oversize Packets — 接收到的大于 1518 八位字节的数据包数。

• Internal MAC Receive Errors — 由于接收器错误而被拒绝的帧数。

• Pause Frames Received — 接收到的流控制暂停帧数。

• Pause Frames Transmitted — 从选定接口传输的流控制暂停帧数。

步骤  4 如需清除统计信息计数器：

• 单击 “清除接口计数器”，清除所选接口的 Etherlike 统计信息计数器。

• 单击 “清除所有接口的计数器”，清除全部接口的 Etherlike 统计信息计数器。

查看系统 ACL 利用率

“系统 ACL 利用率”页面显示交换机当前的 ACL 使用情况，包括分配给哪一组使用、

每组 大 ACE 数量、已使用的 ACE 和剩余 ACE 数量等信息。

如需查看系统 ACL 利用率，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系统 ACL 利用率”。打开

“系统 ACL 利用率”页面。

此页面显示以下信息：

• 组编号 — 显示组编号。

• 分配到 — 显示此组被何种类型的 ACL 所使用。交换机将 ACL 分为两种类型：

IPv6 和 MAC+IPv4。

• 组 大ACE— 显示此组 多可使用的ACE数量，其中MAC+IPv4类型的组 多

可使用 128 条 ACE，而 IPv6 类型的组可使用 多 64 条 ACE。

• 组剩余 ACE— 显示此组还剩余多少可用的 ACE。

• 组已用 ACE — 显示此组当前已使用了多少 ACE。

• ACL使用的ACE — 显示此组使用的ACE数量中，属于被ACL使用的ACE数量。

• QoS使用的ACE — 显示此组使用的ACE数量中，属于被QoS使用的ACE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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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风扇状态和温度

“环境”页面显示 MS200X-24P 交换机的风扇工作状态和温度状态。

注   释 此页面仅适用于支持 PoE 功能的 MS200X-24P 交换机。不支持 PoE 功能的

MS200X-24 和 MS200X-24S 交换机不显示此页面。

如需查看交换机的风扇状态和温度，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环境”。打开 “环

境”页面。

此页面显示以下信息：

• 风扇 — 显示交换机的风扇工作状态。风扇正常运转则显示为正常，否则显示为

异常。

• 风扇速度 — 显示交换机的风扇速度状态，如低速、中速或高速。

• 风扇 1 转速 — 显示交换机的风扇 1 的转速。

• 风扇 2 转速 — 显示交换机的风扇 2 的转速。

• 温度 — 显示交换机的温度是否合适。当交换机内部温度在摄氏 58 度以内时则

显示为正常，否则显示为异常。

• 温度值 — 显示交换机当前的温度值。

• 温度状态 — 显示当前温度状态，绿色表示温度正常，黄色表示温度高于 58 摄氏

度但低于 68 摄氏度，红色表示温度高于 68 摄氏度。

• 黄色阙值 — 显示温度状态为黄色时的温度阙值。

• 红色阙值 — 显示温度状态为红色时的温度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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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RMON 统计信息

远程网络监控（Remote Network Monitoring，RMON）是一项 SNMP 规范，使交换

机中的 SNMP 代理能够在指定时间段内前瞻性地监控流量统计信息并向 SNMP 管理

器发送 Trap。 RMON 会降低管理器与交换机之间的流量，因为 SNMP 管理器不必频

繁地轮询交换机来获得信息；并使管理器能够及时地获得状态报告，因为交换机会在

事件发生时进行报告。

查看 RMON 统计信息

“统计信息”页面显示关于数据包大小的详细信息和关于物理层错误的一些信息。显

示的信息基于 RMON 标准。

注   释 如需查看 RMON 统计信息，必须首先在 “安全” > “TCP/UDP 服务”页面启用

SNMP 服务。

查看 RMON 统计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RMON” > “统计信息”。打开 “统计信息”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以及要显示 RMON 统计信息的具体接

口。

• 刷新速率 — 选择 RMON 统计信息的刷新频率。

步骤  3 查看所选接口的 RMON 统计信息：

• 已接收的字节数 — 接收的八位字节数，包括坏数据包和 FCS 八位字节数，但

不包括帧位。

• 丢弃事件 — 删除的数据包数。

• 已接收的数据包数 — 接收的数据包数，包括坏数据包、多播数据包和广播数据

包。

• 已接收的广播数据包数 — 接收到的正常广播数据包数。该数量不包括多播数据

包。

• 已接收的组播数据包数 — 接收到的正常多播数据包数。

• CRC 和 Align 错误数 — 发生的 CRC 和 Align 错误数。

• 过小数据包数 — 接收的大小不足 （小于 64 八位字节）的数据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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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大数据包数 — 接收的大小过大 （大于 1518 八位字节）的数据包数。

• 分片 — 接收的片段 （小于 64 八位字节的数据包，不包括帧位，但包括 FCS 
八位字节）数。

• Jabbers — 接收的大于 1632 八位字节的数据包总数。该数量不包括帧位，但

包括具有整数数量八位字节 （FCS 错误） 的坏 FCS （帧校验序列）或具有非

整数八位字节 （校正误差） 的坏 FCS 的 FCS 八位字节数。

• 冲突数 — 接收的冲突数。如果启用了巨型帧，巨型帧的阈值将提升为巨型帧的

大大小。

• 64 字节的帧数 — 接收的包含 64 字节的帧数。

• 65 至 127 字节的帧数 — 接收的包含 65 至 127 字节的帧数。

• 128 至 255 字节的帧数 — 接收的包含 128 至 255 字节的帧数。

• 256 至 511 字节的帧数 — 接收的包含 256 至 511 字节的帧数。

• 512 至 1023 字节的帧数 — 接收的包含 512 至 1023 字节的帧数。

• 1024 至 1518 字节的帧数 — 接收的包含 1024 至 1518 字节的帧数。

步骤  4 如需清除 RMON 统计信息计数器：

• 单击 “清除接口计数器”，清除所选接口的 RMON 统计信息计数器。

• 单击 “清除所有接口的计数器”，清除全部接口的 RMON 统计信息计数器。

设置和查看 RMON 历史

“历史”页面可帮助您收集某个接口上 RMON 统计信息的记录，并通过 “历史表”查

看 RMON 历史记录的详细信息。

注   释 如需设置和查看 RMON 历史，必须首先在 “安全” > “TCP/UDP 服务”页面启用

SNMP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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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RMON 历史

您可以配置取样频率、要存储的样本数量以及要从中收集数据的端口。数据被取样并

存储后，将显示在 “历史”页面中，然后单击 “历史表”来查看其详细内容。

设置 RMON 历史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RMON” > “历史”。打开 “历史”页面。

“历史控制表”显示以下信息：

• 源接口 — 捕获历史记录样本的接口 ID。

• 保存的 大样本数 — 要在历史记录表的该部分中存储的 大样本数。

• 取样间隔 — 以秒表示的从端口收集样本的时间间隔。

• 所有者 — 请求 RMON 信息的 RMON 站或用户。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 RMON 历史。打开 “添加历史”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新历史条目 — 显示 RMON 历史条目编号。

• 历史索引 — 输入历史索引，标识其优先级。

• 源接口 — 选择从中捕获历史记录样本的接口类型（端口或 LAG）和具体接口。

• 保存的 大样本数 — 输入要存储的样本数。

• 取样间隔 — 输入以秒表示的从端口收集样本的时间间隔。

• 所有者 — 输入请求 RMON 信息的 RMON 站或用户。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 RMON 历史纪录，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查看 RMON 历史纪录

“历史表”页面显示特定接口的统计性网络样本。每个表条目代表在单次取样时编译

的所有计数器值。

查看 RMON 历史记录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RMON” > “历史”。打开 “历史”页面。

步骤  2 单击 “历史表”。打开 “历史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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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您可以根据历史条目编号进行过滤。勾选 “过滤器”并从 “历史条目编号为”下拉框

中选择要查看的历史条目编号，点击 “确定”。

“历史表”仅列出所选条目编号的历史纪录样本，并显示 RMON 历史记录样本的以下

信息：

• 所有者 — 历史记录表条目所有者。

• 样本编号 — 从该样本中取出的统计信息。

• 丢弃事件 — 在取样间隔中由于缺少网络资源而删除的数据包数。它可能不表示

删除的数据包的精确数量，而是检测到删除数据包的次数。

• 已接收字节数 — 接收的八位字节数，包括坏数据包和 FCS 八位字节数，但不包

括帧位。

• 已接收数据包数 — 接收的数据包数，包括坏数据包、多播数据包和广播数据

包。

• 广播数据包数 — 接收到的正常广播数据包数。该数量不包括多播数据包。

• 组播数据包数 — 接收到的正常多播数据包数。

• CRC Align 错误数 — 发生的 CRC 和 Align 错误数。

• 过小数据包数 — 接收的大小不足（小于 64 八位字节）的数据包数。

• 过大数据包数 — 接收的大小过大（大于 1518 八位字节）的数据包数。

• 分片 — 接收的片段（小于 64 八位字节的数据包）数，不包括帧位，但包括 

FCS 八位字节。

• Jabbers — 接收的大于 1632 八位字节的数据包总数。该数量不包括帧位，但包

括具有整数数量八位字节（FCS 错误）的坏 FCS （帧校验序列）或具有非整数

八位字节（校正误差） 的坏 FCS 的 FCS 八位字节数。

• 冲突数 — 接收的冲突数。

• 利用率 — 当前接口流量相对于该接口可以处理的 大流量的百分比。

• 间隔开始 — 历史取样间隔的开始时间。

步骤  4 单击 “历史控制表”，返回到 “历史”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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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和查看 RMON 事件

“事件”页面可配置当生成告警时采取操作的事件。事件可以是记录或发送 Trap 的任

意组合。如果操作包括记录，则该事件将记录在 “事件表”页面中。

注   释 如需设置和查看 RMON 事件信息，必须在 “安全” > “TCP/UDP 服务”页面启用

SNMP 服务。

设置 RMON 事件

设置 RMON 事件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RMON” > “事件”。打开 “事件”页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 RMON 事件。打开 “添加事件”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新事件条目 — 显示添加的事件条目编号。

• 事件索引 — 输入事件索引，标识其优先级。

• Community — 选择在发送 Trap 时要包括的 SNMP Community 字符串 （可

选）。

• 说明 — 为该事件提供简单的说明信息。该信息将用于在 “添加告警”页面中

为事件附加告警。

• 通知类型 — 选择此事件将引发的操作的类型：

- None— 告警消失时不执行操作。

- Log— 告警消失时添加一条日志条目。

- SNMP-Trap — 告警消失时发送 Trap。

- Log and Trap — 告警消失时添加一条日志条目并发送 Trap。

• 所有者 — 输入定义该事件的设备或用户。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 RMON 事件，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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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RMON 事件日志

“事件日志表”页面显示发生的事件 （操作）的日志。当事件的类型是 “日志”或

“日志和陷阱”时，会记录事件。当将事件与告警绑定，并达到了告警的条件时，将

会执行事件中的操作。

查看 RMON 事件日志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RMON” > “事件”。打开 “事件”页面。

步骤  2 单击 “事件日志表”。打开 “事件日志表”页面。

此页面显示以下信息：

• 事件条目编号 — 事件日志条目编号。

• 告警索引 — 关联的 RMON 告警编号。

• 日志编号 — 日志编号。

• 操作 — 此事件将引发的操作的类型。

• 日志时间 — 该日志条目的时间。

• 说明 — 日志条目说明。

步骤  3 单击 “事件表”，返回到 “事件”页面。

设置 RMON 告警

RMON 告警提供了一种机制，可用于设置阈值和取样间隔，以在任何 RMON 计数器

或代理维护的任何其他 SNMP 对象计数器上生成异常事件。告警中必须配置上升阈值

与下降阈值。超过上升阈值后，不会再生成其他上升事件，直到超过了伴随的下降阈

值。发出下降告警后，将在超过上升阈值时发出下一个告警。

事件可绑定一个或多个告警。事件表示发生告警时将采取的操作。

“告警”页面使您能够配置告警并将其与事件绑定。可以通过绝对值或计数器值中的

变化 （差值）来监控告警计数器。

注   释 如需设置 RMON 告警，必须首先在 “安全” > “TCP/UDP 服务”页面启用 SNMP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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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RMON 告警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RMON” > “告警”。打开 “告警”页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 RMON 告警。打开 “添加告警”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显示 RMON 统计信息的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和具体接口。

• 计数器名称 — 选择指示衡量事件类型的 MIB 变量。

• 样本类型 — 选择用于生成告警的取样方法。选项如下：

- Delta — 从当前值中减去上次采样的值，将差值与阈值进行比较，如果超过

了阈值，则生成告警。

- Absolute — 如果超过了阈值，则生成告警。

• 上升阙值 — 输入触发上升阈值告警的上升计数器值。

• 上升事件 — 从您在事件表中定义的事件中选择在触发了上升事件时要执行的事

件。

• 下降阙值 — 输入触发下降阈值告警的下降计数器值。

• 下降事件 — 从您在事件表中定义的事件中选择在触发了下降事件时要执行的事

件。

• 启动告警 — 选择启动告警生成的第一个事件。上升被定义为超过低阈值向高阈

值变化的行为。

- 上升告警 — 上升计数器值触发上升阈值告警。

- 下降告警 — 下降计数器值触发下降阈值告警。

- 上升和下降 — 上升计数器值和下降计数器值都触发该告警。

• 间隔 — 输入告警间隔，单位为秒。

• 所有者 — 输入接收该告警的用户或网络管理系统的名称。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 RMON 告警，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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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日志

本章介绍系统日志功能，使用此功能，交换机可以保留若干独立的日志。每个日志是

一组记录系统事件的消息。

交换机可生成以下本地日志：

• 发送到控制台接口的日志。

• 写入到 RAM 中的记录事件循环列表中的日志，重新启动交换机会将其擦除。

• 写入到保存至闪存的循环日志文件的日志，重新启动不会将其擦除。

此外，还可以 SYSLOG 消息的形式将系统日志保存到远程日志服务器上。

本章包含以下内容：

• 系统日志设置

• 设置远程日志服务器

• 查看日志

系统日志设置

在 “日志设置”页面上，您可以启用或禁用日志功能，及选择是否汇总日志消息。

可以按严重性级别选择事件。下面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列出了事件的严重性级别：

• 紧急 （Emergency） — 系统无法使用。

• 警报 （Alert） — 需要执行操作。

• 严重 （Critical） — 系统处于高危状态。

• 错误 （Error） — 系统出错。

• 警告 （Warning）— 发出了系统警告。

• 通知 （Notice） — 系统能够正常工作，但发出了系统通知。

• 报告 （Informational） — 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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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试 （Debug） — 提供关于事件的详细信息。

选择要存储在日志中的严重性级别后，此级别以上的所有事件都会自动存储在日志

中，而此级别以下的事件则不会存储在日志中。例如，如果选择了 “警告”，则会将

严重性级别为 “警告”及更高 （即严重性级别为 “紧急”、“警报”、“严重”、“错

误”和 “警告”）的所有事件存储在日志中，但是严重性级别低于 “警告”（即严重

性级别为 “通知”、“报告”和 “调试”）的事件则不会保存。

设置全局日志参数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系统日志” > “日志设置”。打开 “日志设置”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日志状态 — 勾选 “启用”，启用系统日志功能。

• RAM 内存纪录 — 勾选 “启用”，启用 RAM 内存日志功能，并选择要记录到 

RAM 内存中的消息的严重性级别。这些日志会显示在 “RAM 内存”页面中。

• 闪存纪录 — 勾选 “启用”，启用闪存日志功能，并选择要记录到闪存中的消息

的严重性级别。这些日志会显示在 “闪存”页面中。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定日志配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远程日志服务器

使用 “远程日志服务器”页面可定义向其发送日志消息 （使用 SYSLOG 协议）的远

程日志服务器。可以为每个服务器配置其接收的消息的严重性级别。

设置远程日志服务器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系统日志” > “远程日志服务器”。打开 “远程日志服务器”页

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远程日志服务器。打开 “添加远程日志服务器”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日志服务器 IP 地址 / 名称 — 输入要向其发送日志的服务器的地址或域名。

• UDP 端口 — 输入要向其发送日志消息的 UDP 端口。

• 系统类别 — 选择日志相关的系统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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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严重程度— 选择要发送到服务器的系统日志消息的 低严重性级别。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远程日志服务器，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查看日志

交换机可以写入以下日志：

• RAM 内存中的日志 （在重新启动过程中被清除，也可以手动清除 RAM 内存日

志）。如需查看 RAM 内存日志的详细信息，详见 “查看 RAM 内存日志”。

• 闪存中的日志 （只能由用户手动来清除）。如需查看闪存日志的详细信息，详

见 “查看闪存日志”。

您可以按严重性设置写入到每个日志的消息，而一则消息可以被写入到多个日志，包

括存放在远程日志服务器上的日志。

查看 RAM 内存日志

“RAM 内存”页面会按时间先后顺序显示保存到 RAM 中的所有消息。系统会根据

“日志设置”页面中的设置将这些消息存储到 RAM 日志中。

查看 RAM 内存日志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查看日志” > “RAM 内存”。打开 “RAM 内存”页

面。

“RAM 内存日志表”显示保存到 RAM 内存中的日志信息，包括：

• 日志索引 — 日志条目编号。

• 日志时间 — 消息生成的时间。

• 种类 — 显示日志相关的系统类别。

• 严重程度 — 事件严重性。

• 说明 — 描述事件的消息文本。

步骤  2 要清除 RAM 内存中的日志消息，单击 “清除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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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闪存日志

“闪存”页面会按时间先后顺序显示存储在闪存中的消息。所记录事件的 低严重性

级别在 “日志配置”页面中设置。交换机重新启动时，闪存日志会保留在闪存中，您

可以手动清除这些日志。

查看闪存日志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查看日志” > “闪存”。打开 “闪存”页面。

“闪存日志表”显示存储到闪存中的日志信息，包括：

• 日志索引 — 日志条目编号。

• 日志时间 — 消息生成的时间。

• 种类 — 显示日志相关的系统类别。

• 严重程度 — 事件严重性。

• 说明 — 描述事件的消息文本。

步骤  2 要清除闪存日志消息，单击 “清除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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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文件

本章介绍如何管理系统配置和日志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 文件和文件类型

• 文件操作

• 升级或备份固件

• 选择活动映像

• 上传或备份配置或日志

• 查看配置文件属性

• 复制或保存配置

• 定义 DHCP 自动配置

• 升级 Bootloader

文件和文件类型

交换机上的配置文件由其类型定义，文件中包含设备的设置和参数值。在交换机上参

考配置时，会依据配置文件类型，而不是由用户修改的文件名进行参考。可以将内容

从一种文件类型复制到另一种文件类型，但用户无法更改文件类型名称。设备上的其

他文件包括固件和日志文件，这些文件称为工作文件。

配置文件是文本文件，将其复制到外部设备如 PC，可以在文本编辑器中对其进行编

辑。

在交换机上可以找到以下类型的配置文件和工作文件：

• 运行配置 — 当前交换机工作所使用的参数。在使用某个配置界面更改参数值

后，只有此文件类型会发生修改，并且必须手动保存才能保留。

如果重新启动交换机，运行配置会丢失。重新启动交换机后，会将此文件类型

从存储在闪存中的启动配置复制到存储在 RAM 中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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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留对交换机所做的更改，必须将运行配置保存为启动配置或其他文件类型

（如果不希望交换机在重新启动时使用该配置）。如果已将运行配置保存到启动

配置，则当交换机重新启动时，它会重新创建一个运行配置，该配置会包括自

上次将运行配置保存到启动配置以来所做的更改。

• 启动配置 — 用户通过将其他配置 （通常为运行配置）复制到启动配置而保存

的参数值。

启动配置保留在闪存中，并且在每次交换机重新启动时都会保留。交换机重新

启动时，会将启动配置复制到 RAM 并将其作为运行配置。

• 备份配置 — 系统关机保护或特定工作状态维护之参数定义的手动副本。可以将

镜像配置、启动配置或运行配置复制到备份配置文件。备份配置存放在闪存

中，并且当设备重新启动时会保留。

• 镜像配置 — 在下述情况下，由交换机创建的启动配置副本：

- 交换机已连续工作 24 小时。

- 在过去的 24 小时内没有对运行配置进行任何配置更改。

- 启动配置与运行配置一致。

只有系统能够将启动配置复制到镜像配置。但是，用户可以将镜像配置的内容

复制到其他文件类型或其他设备。

交换机重新启动时，会将镜像配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参数。在所有其他方面，镜

像配置均与备份配置相同，即在交换机重新启动时提供保留的参数值副本。

• 固件 — 交换机的操作系统，更多时候被称为映像。

• 闪存日志 — 存储在闪存中的系统日志消息。

文件操作

用户可以选择交换机启动时使用的固件文件，也可以在交换机上内部复制文件类型，

或者将文件类型复制到外部设备如 PC，或从外部设备复制文件类型。

交换机支持以下文件传输方式：

• 内部复制。

• 使用浏览器提供的工具的 HTTP。

• TFTP 客户端 （需要 TFT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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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来管理固件映像和配置文件：

• 升级或备份固件。详见 “升级或备份固件”。

• 查看当前使用的固件映像，或选择下次重新启动时要使用的固件映像。详见

“选择活动映像”。

• 将交换机上的文件保存到其他设备上。详见 “上传或备份配置或日志”。

• 清除启动配置或镜像配置。详见 “查看配置文件属性”。

• 将一个配置文件类型复制到另一个配置文件类型。详见 “复制或保存配置”。

• 通过DHCP协议自动从远程TFTP服务器下载配置文件并替换交换机的启动配置

（交换机将重启）。详见 “定义 DHCP 自动配置”。

!
注意 除非将运行配置手动复制到启动配置、备份配置或外部文件，否则自上次保存文件以

来所做的所有更改将会在交换机重新启动后全部丢失。建议在注销前先将运行配置保

存到启动配置，以保留在该会话期间所做的一切更改。

显示在 “保存”应用程序链接左侧的红色 X 图标表明进行了配置更改，但尚未将更改

保存到启动配置文件。

单击 “保存”会打开 “复制 / 保存配置”页面。通过将运行配置文件复制到启动配置

文件来保存该文件。保存后，将不再显示红色 X 图标和 “保存”应用程序链接。

升级或备份固件

使用 “升级 / 备份固件”页面可升级或备份固件映像。

加密比较文件可用于验证您从思科网站上下载的固件映像文件的完整性。 简单的验

证方法是，当您升级完固件映像文件后，请访问交换机的管理界面，查看 “系统摘

要”页面，比较新映像文件的 CRC32 校验和与加密比较文件中提供的 CRC32 校验和

是否完全一致。如两者相同，则表示您使用的固件映像文件是完整的固件映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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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固件映像

交换机上存储了两个固件映像：Image0 和 Image1。其中一个映像被确定为活动映

像，而另一个映像则被确定为非活动映像。

升级固件时，您可以选择新映像要替换的映像版本。如果您选择替换当前的活动映像

版本，将新固件上传到交换机后，交换机会继续使用旧版本的活动映像启动，直至将

新映像的状态更改为活动映像，然后重新启动交换机。

升级系统固件映像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管理” > “文件管理” > “升级 / 备份固件”。打开“升级 / 备份固件”页面。

步骤  2 如果希望通过 TFTP 方式将 TFTP 服务器上的固件映像上传到交换机，以替换交换机

上的固件映像，设定以下参数：

• 传输方法 — 选择 “通过 TFTP”。

• 保存操作 — 选择 “升级”。

• 映像类型 — 选择要替换的固件映像。

• 文件类型 — 选择 “固件映像” 。

• TFTP 服务器 — 输入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源文件名 — 输入源文件的名称。文件名有效字符为大写和小写字母、数字、句

点 “.”、中划线 （-）和下划线 （_）。其中文件名的首字母不能为句点 “.”。

步骤  3 单击 “应用”。

步骤  4 如果希望通过 HTTP 方式从其他设备 （如连接到交换机用来管理的本地 PC）上传一

个固件映像，以替换交换机上的固件映像，请设定以下参数：

• 传输方法 — 选择 “通过 HTTP”。

• 保存操作 — 选择 “升级”。

• 映像类型 — 选择要替换的固件映像。

• 文件类型 — 选择 “固件映像” 。

步骤  5 单击 “浏览”，选择要上传的固件映像文件。

注 固件映像文件名有效字符为大写和小写字母、数字、句点 “.”、中划线 （-）和下

划线 （_）。其中文件名的首字母不能为句点 “.”。

步骤  6 单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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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固件映像

您可以对交换机的活动映像或非活动映像进行备份。

备份系统固件映像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管理” > “文件管理” > “升级 / 备份固件”。打开“升级 / 备份固件”页面。

步骤  2 如果希望将交换机的固件映像备份到 TFTP 服务器上，设定以下参数：

• 传输方法 — 选择 “通过 TFTP”。

• 保存操作 — 选择 “备份”。

• 映像类型 — 选择要备份的固件映像。

• 文件类型 — 选择 “固件映像” 。

• TFTP 服务器 — 输入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目的文件名 — 输入交换机的固件映像保存到 TFTP 服务器上的文件名称。文件

名有效字符为大写和小写字母、数字、句点 “.”、中划线 （-）和下划线

（_）。其中文件名的首字母不能为句点 “.”。

步骤  3 单击 “应用”。

步骤  4 如果希望通过 HTTP 方式将交换机的活动固件映像备份到其他设备 （如连接到交换机

用来管理的本地 PC），设定以下参数：

• 传输方法 — 选择 “通过 HTTP”。

• 保存操作 — 选择 “备份”。

• 映像类型 — 选择要备份的固件映像。

• 文件类型 — 选择 “固件映像” 。

步骤  5 单击 “应用”。

步骤  6 选择文件保存位置，然后单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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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活动映像

交换机上存储了两个固件映像：Image0 和 Image1。其中一个映像被确定为活动映

像，而另一个映像则被确定为非活动映像。交换机会从活动固件映像进行启动。您也

可以将非活动映像更改为活动映像 （需重新启动交换机）。

选择活动映像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文件管理” > “活动映像”。打开 “活动映像”页面。

“活动映像版本号”显示交换机当前使用的活动映像的版本。

步骤  2 从 “重启后的活动映像”下拉框中选择一个映像，以确定交换机重新启动后作为活动

映像的固件映像。

步骤  3 单击 “应用”。

上传或备份配置或日志

使用 “上传 / 备份配置 / 日志”页面可将交换机上的配置文件类型和日志备份到其他

设备上，或者将配置文件类型从其他设备还原到交换机上。

将配置文件还原至运行配置时，导入的文件会添加旧文件中不存在的所有配置命令。

将配置文件还原至启动配置或备份配置文件时，新文件会替换旧文件。

还原至启动配置时，必须重新启动交换机，才能将还原的启动配置作为运行配置使

用。

上传配置文件

上传系统配置文件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管理” > “文件管理” > “上传 / 备份配置 / 日志”。打开“上传 / 备份配置 /
日志”页面。

步骤  2 如果希望通过 TFTP 传输方式将其他设备上保存的配置文件类型替换交换机上的配置

文件类型，设定以下参数：

• 传输方法 — 选择 “通过 T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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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操作 — 选择 “上传”。

• TFTP 服务器 — 输入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源文件名 — 输入源文件名。文件名有效字符为大写和小写字母、数字、句点

“.”、中划线 （-）和下划线 （_）。其中文件名的首字母不能为句点 “.”。

• 目的文件类型 — 选择目标配置文件类型。交换机支持升级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启动配置和备份配置。

步骤  3 单击 “应用”，上传配置文件到交换机。

步骤  4 如果希望通过 HTTP 方式将其他设备上保存的配置文件类型替换交换机上的配置文件

类型，设定以下参数：

• 传输方法 — 选择 “通过 HTTP”。

• 保存操作 — 选择 “上传”。

• 源文件名 — 单击 “浏览”，选择要上传的配置文件。文件名有效字符为大写和

小写字母、数字、句点 “.”、中划线 （-）和下划线 （_）。其中文件名的首字

母不能为句点 “.”。

• 目的文件类型 — 选择目标配置文件类型。交换机支持升级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启动配置和备份配置。

步骤  5 单击 “应用”，上传配置文件到交换机。

备份配置文件或日志

备份系统配置文件类型或日志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管理” > “文件管理” > “上传 / 备份配置 / 日志”。打开“上传 / 备份配置 /
日志”页面。

步骤  2 如果希望通过 TFTP 传输方式备份配置文件类型或日志到 TFTP 服务器，设定以下参

数：

• 传输方法 — 选择 “通过 TFTP”。

• 保存操作 — 选择 “备份”。

• TFTP 服务器 — 输入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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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文件名 — 输入保存到 TFTP 服务器上的目的文件名。文件名有效字符为大

写和小写字母、数字、句点 “.”、中划线 （-）和下划线 （_）。其中文件名的

首字母不能为句点 “.”。

• 源文件类型 — 选择要备份的配置文件类型或日志。

步骤  3 单击 “应用”。将所选配置文件类型或日志保存到 TFTP 服务器上 （文件名为设定的

目的文件名）。

步骤  4 如果希望通过 HTTP 方式备份交换机的配置文件或日志到本地 PC 或其他设备，设定

以下参数：

• 传输方法 — 选择 “通过 HTTP”。

• 保存操作 — 选择 “备份”。

• 源文件类型 — 选择要备份的配置文件类型或日志。

步骤  5 单击 “应用”。

步骤  6 选择文件保存路径，单击 “确定”。

查看配置文件属性

“配置文件属性”页面可查看系统配置文件类型及其创建的日期和时间，还可以删除

启动配置。无法删除其他配置文件类型。

查看配置文件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文件管理” > “配置文件属性”。打开 “配置文件属性”页面。

此页面显示以下信息：

• 配置文件名称 — 显示配置文件类型。

• 创建时间 — 显示配置文件创建的日期和时间。

步骤  2 要清除启动配置，请选择配置文件类型并单击 “清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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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或保存配置

在任意页面上单击 “应用”，只会将对交换机所做的更改存储到运行配置中。要保留

运行配置中的参数，必须将运行配置复制到其他配置类型，或保存为其他设备上的配

置文件。

使用 “复制 / 保存配置”页面可将一个配置文件复制或保存到其他配置文件，以进行

备份。

!
注意 除非将运行配置复制到启动配置或其他类型的配置文件，否则自上次复制文件以来所

做的所有更改将会在交换机重新启动后全部丢失。

允许以下内部文件类型复制组合：

• 从运行配置到启动配置或备份配置。

• 从启动配置到备份配置或运行配置。

• 从备份配置到启动配置或运行配置。

• 从镜像配置到启动配置、备份配置或运行配置。

将交换机配置从一个文件类型复制到另一个文件类型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管理” > “文件管理” > “复制 / 保存配置”。打开“复制 / 保存配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要复制的源文件名。

步骤  3 选择将由源文件覆盖的目标文件名。

步骤  4 单击 “应用”，复制配置文件。

步骤  5 单击 “禁用保存图标闪烁”，页面右上方将不再显示红色 X 图标和 “保存”应用程序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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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DHCP 自动配置

DHCP 自动配置功能允许交换机通过 DHCP 协议自动从远程 TFTP 服务器下载配置文

件。交换机作为 DHCP 客户端，从 DHCP 服务器获取存放配置文件的远程 TFTP 服务

器等信息。在成功从远程 TFTP 服务器下载配置文件后，将替换交换机的启动配置并

重启设备。

“DHCP 自动配置”页面可启用或禁用 DHCP 自动配置功能，查看当前可用的 TFTP
服务器和可下载的配置文件名称等信息，或手动设置 TFTP 服务器和配置文件等参

数。

以下几种情况下交换机将触发 DHCP 自动配置机制：

• 删除交换机的启动配置后重新启动交换机

• 在密码恢复步骤中选择 “擦除闪存文件”或者 “恢复出厂配置”选项

• 使用重置按钮恢复设备出厂配置

• Privilege 模式下执行 renew dhcp force-autoconfig 命令

注 DHCP 自动配置功能要求交换机的 IP 地址设置为动态。

定义 DHCP 自动配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文件管理” > “DHCP 自动配置”。打开 “DHCP 自动配置”页

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通过 DHCP 自动配置 — 选择启用或禁用 DHCP 自动配置功能。

注 启用此功能，要求交换机的 IP 地址类型设置为动态。

• 下载协议 — 显示下载配置文件使用的协议类型（TFTP）。交换机从远程 TFTP
服务器下载配置文件并替换交换机的启动配置。

• 备份服务器IP地址/名称— 输入用作备份的TFTP服务器的 IP地址或主机名。当

DHCP 选项中没有提供 TFTP 服务器以及配置文件等信息时，此时交换机将访

问此 TFTP 服务器并下载指定的配置文件。

• 备份配置文件名— 输入备份TFTP服务器上存放的配置文件的名称。当DHCP选

项中没有提供 TFTP 服务器以及配置文件等信息时，此时交换机将访问备份

TFTP 服务器并下载此配置文件。

• 新自动配置服务器 IP— 显示交换机当前使用的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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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动配置文件名 — 显示交换机当前使用的 TFTP 服务器上存放的配置文件

名称。

步骤  3 单击 “应用”，保存 DHCP 自动配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升级 Bootloader

交换机的 bootloader 版本 v1.3.0.29505 可支持恢复管理员密码、恢复设备出厂默认

设置以及擦除闪存文件等功能。如果您需要通过 bootloader 工具执行以上功能，请首

先检查您的交换机的 bootloader 版本。如您的交换机的 bootloader 版本为旧版本，

您需要通过控制台端口连接至交换机，手动将交换机的 bootloader 版本升级到版本

v1.3.0.29505。

升级 bootloader 要求您事先将 bootloader 的 bin 文件上传至一台远程 TFTP 服务

器，并确保 TFTP 服务器与您的交换机之间的网络连通性。您必须通过控制台端口连

接至交换机。

!
注意 升级 bootloader 不当可能造成交换机无法启动。如无必要，我们建议您不要升级

bootloader。

如需升级交换机的 bootloader 版本，请务必严格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通过控制台端口将您的 PC 连接至交换机。

步骤  2 运行 PC 端的终端仿真应用程序，建立与交换机的连接。详细信息请参考 “使用终端

仿真应用程序进行连接”一节的介绍。

步骤  3 当交换机的命令行管理界面出现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交换机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

均为 cisco。

步骤  4 重新启动交换机。当终端仿真应用程序中显示以下界面时，按下空格键，进入到

bootloader 的 load shell 界面。

U-Boot 1.3.0.29488 (Thur Aug 16 10:47:20 CST 2012)

Board: RTL8328
CPU: MIPS 4KEc 400 MHz, id: 0x90, rev: 0x6c , DDR386
DRAM and FALSH test PASS
DRAM:  128 MB
Flash: 16 MB
In:    s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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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serial
Err:   serial
Switch Model: MS200X-24P (Port Count: 26)
Switch Chip: RTL8328M
sensor pass
fan IC pass
### RTL8212B Version C config - Phy0Id = 24 ###
Net:   rtl8328#0
Press space to abort autoboot in 3 second
switch:

步骤  5 执行 printenv 命令，查看交换机当前的配置信息。

switch: printenv
boardmodel=CISCO_TAOBAO
bootargs=console=ttyS0,9600 mem=128M
bootdelay=1
baudrate=9600
ethact=rtl8328#0
ethaddr=64:D8:14:5D:6D:36
mdram_result=PASS
mflash_result=PASS
filesize=1000000
fileaddr=81000000
ipaddr=192.168.1.1
serverip=192.168.1.67
bootcmd=boota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Environment size: 298/4092 bytes
switch:

其中 ipaddr 为交换机的当前 IP 地址， serverip 为远程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步骤  6 执行 setenv 命令，修改当前 IP 地址和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switch: setenv ipaddr 192.168.1.108
switch: setenv serverip 192.168.1.67

步骤  7 再次执行 printenv 命令，查看 IP 地址和 TFTP 服务器地址是否设置成功。

switch: printenv
boardmodel=CISCO_TAOBAO
bootargs=console=ttyS0,9600 mem=128M
bootdelay=1
baudrate=9600
ethact=rtl8328#0
ethaddr=64:D8:14:5D:6D:36
mdram_result=PASS
mflash_result=PASS
filesize=1000000
fileaddr=81000000
bootcmd=boota
stdin=s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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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ipaddr=192.168.1.108
serverip=192.168.1.67

Environment size: 300/4092 bytes
switch:

步骤  8 执行 rtk network on 命令，启用并打开交换机的 Ethernet 端口，使得交换机可通过

网络访问 TFTP 服务器。

switch: rtk network on
Enable network
Please wait for PHY init-time ...

switch:

此时，交换机不支持 icmp 响应，但可以发出 icmp 请求和接受 icmp reply。

步骤  9 执行 ping 操作，测试交换机到 TFTP 服务器的网络连通性。

switch: ping 192.168.1.67
Using rtl8328#0 device
host 192.168.1.67 is alive

步骤 10 如网络连接正常，执行以下命令，将 bootloader 文件从 TFTP 服务器下载到交换机的

闪存。

switch: tftp 0x81000000 ms200x-24x_B1.3.0.29505.bin
Using rtl8328#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67;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08
Filename 'ms200x-24x_B1.3.0.29505.bin'
Load address: 0x81000000
Loading: #####################################################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256980 <3ebd4 hex>
switch: 

下载完成后，返回一个值 bytes transferred=256980 (3ebd4 hex)。

警告 请务必记下此返回值 （如以上示例中的 3ebd4），并在步骤 13 的输入窗口中准确地

输入此值，否则交换机重启之后将出现挂死而无法启动。

步骤 11 执行 protect off all 命令，解除交换机闪存的锁定。

switch: protect off all
Un-Protect Flash Band # 1

步骤 12 执行 erase 命令，擦除交换机闪存中文件。

switch: erase 0xbd000000 0xbd03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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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e: 100%
Erased 4 sectors

步骤 13 执行以下命令，复制新的 bootloader 文件到指定的闪存位置。

switch: cp.b 0x81000000 0xbd000000 0x3ebd4
Copy to Flash...
Write: 100%
done
switch: 

警告 执行复制新 bootloader 文件的命令时，请务必准确地输入步骤 10 中获得的返回值

（如示例中的 0x3ebd4）。

步骤 14 文件复制成功后，重新启动交换机。此时交换机的 bootloader 版本将更新为

1.3.0.29505。

U-Boot 1.3.0.29505 (Tue Sep 3 11:27:22 CST 2013)

Board: RTL8328
CPU: MIPS 4KEc 400 MHz, id: 0x90, rev: 0x6c , DDR386
DRAM and FALSH test PASS
DRAM:  128 MB
Flash: 16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witch Model: MS200X-24P (Port Count: 26)
Switch Chip: RTL8328M
### RTL8212B Version C config - PhyOID = 24 ###
Net: rt18328#0
Autoboot in 3 seconds - press Esc. to abort and enter prom. 

步骤 15 按下 ESC 键，进入新 bootloader 的菜单界面。菜单界面列出了 bootloader 支持的各

功能选项。如需执行相关功能，请输入相应的数字并按 Enter 键。

Startup Menu

[1] Password Recovery Procedure
[2] Restore Factory Defaults
[3] Erase Flash File
[4] Loader Shell
[0] Exit
Enter your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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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管理信息和操作

本章介绍如何在交换机上查看系统信息和设置各种系统参数，包括以下内容：

• 查看系统摘要

• 定义系统设置

• 设置控制台波特率

• 设置管理接口

• 重新启动交换机

• 设置闲置会话超时

• Ping

查看系统摘要

“系统摘要”页面提供交换机的图形视图，并显示交换机状态、硬件信息、固件版本

信息、一般以太网供电 （PoE） 状态等。

查看系统摘要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系统摘要”。打开 “系统摘要”页面。

此页面显示以下系统和硬件信息。

系统信息：

• 系统说明 — 产品名称。

• 系统位置 — 交换机的实际位置。单击 “编辑”可前往 “系统设置”页面输入

该值。

• 系统联系人 — 联系人姓名。单击“编辑”可前往“系统设置”页面输入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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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名 — 交换机的名称。单击 “编辑”可前往 “系统设置”页面输入该值。

默认情况下，交换机主机名由单词 switch 与交换机 MAC 地址的 后三个字节

（ 右侧的六个十六进制数字）串联组成。

• 系统对象 ID — 实体 （在 SNMP 中使用）中包含的网络管理子系统的唯一供应

商标识。

• 系统运行时间 — 自上次重新启动以来经过的时间。

• 当前时间 — 当前系统时间。

• 交换机 MAC 地址 — 交换机的 MAC 地址。

• 巨型帧 — 巨型帧支持状态。可以使用 “端口设置”页面启用或禁用巨型帧功

能。

硬件和固件版本信息：

• 序列号 — 交换机的序列号。

• PID VID — 交换机的端口号和版本 ID。

• 固件版本 （活动映像） — 活动映像的固件版本号。

• 固件日期 （活动映像） — 活动映像的更新日期。

• 固件 CRC32 校验和 （活动映像） — 活动映像的 CRC32 校验和。

• 固件版本 （非活动） — 非活动映像的固件版本号。

• 固件日期 （非活动） — 非活动映像的更新日期。

• 固件 CRC32 校验和 （非活动） — 非活动映像的 CRC32 校验和。

• Bootloader 版本 — Booloader 版本号。

PoE 状态 （仅适用于 MS200X-24P 交换机）：

• 大可用 PoE 功率 （W） — 所有 PoE 端口可提供的 大功率。

• 总 PoE 功耗 （W） — 受电设备已消耗的总功率。

• 总 PoE 功率分配 （W） — 当前 PoE 端口所预留的总功率。

• PoE 供电模式 — 当前使用的 PoE 供电模式。

服务状态

• HTTP 服务 — HTTP 服务当前是否启用或禁用 。

• HTTPS 服务 — HTTPS 服务当前是否启用或禁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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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MP 服务 — SNMP 服务当前是否启用或禁用 。

• Telnet 服务 — Telnet 服务当前是否启用或禁用 。

• SSH 服务 — SSH 服务当前是否启用或禁用 。

定义系统设置

定义系统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系统设置”。打开 “系统设置”页面。

步骤  2 修改以下系统设置：

• 系统说明 — 显示交换机的系统说明。

• 系统位置 — 输入交换机实际所在的位置。

• 系统联系人 — 输入联系人姓名。

• 主机名 — 选择主机名：

- 使用默认设置 — 交换机的默认主机名 （系统名称）为 switch123456，其

中 123456 代表交换机 MAC 地址的 后三个字节 （以十六进制格式表

示）。

- 用户定义 — 输入主机名。只能使用字母、数字和连字符。主机名不能以连

字符开头或结尾。其他符号、标点符号字符或空格均不允许使用 （如 

RFC1033、 1034、 1035 中规定）。

步骤  3 在 “自定义登录页设置”区域，您可以自定义登录横幅和欢迎横幅的内容，包括：

• 登录横幅 — 登录横幅是指在交换机登录页面上显示的消息，类似标语或问候

语。输入相应的消息内容，然后单击 “预览”查看显示效果。设置范围为 0-

2000 个字符。

• 欢迎横幅 — 欢迎横幅是指在登录交换机后，显示在“使用入门”页面左上方的

提示信息 （仅显示一次。在注销登录前，再次返回到 “使用入门”时将不再显

示此横幅）。输入相应的消息内容，然后单击 “预览”查看显示效果。设置范

围为 0-2000 个字符。

步骤  4 单击 “应用”，修改系统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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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控制台波特率

使用 “控制台设置”页面可交换机控制台端口波特率。控制台波特率可设为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和 115200 比特 / 秒。默认控制台设置为：

• 每秒位数 = 9600

• 数据位 = 8

• 奇偶校验 = 无

• 停止位 = 1

• 数据流控制 = 无

设置控制台端口波特率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控制台设置”。打开 “控制台设置”页面。

步骤  2 从 “控制台端口波特率”下拉框中选择任意值。默认为 9600 比特 / 秒。

步骤  3 单击 “应用”，修改控制台端口波特率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管理接口

要使用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管理交换机，必须知道交换机的管理 IP 地址。交换机 IP 
地址可以手动配置。

设置 IPv4 接口

设置交换机 IPv4 接口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管理接口” > “IPv4 接口”。打开 “IPv4 接口”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管理VLAN — 选择用于通过 Telnet 或 基于web的管理界面来访问交换机的管理 

VLAN。 VLAN1 为默认的管理 VLAN。

• IP 地址类型 — 选择以下其中一个选项：

- 动态 — 使用 DHCP从管理VLAN发现 IP 地址。如果使用动态 IP地址，“运行

默认网关”字段显示当前的默认网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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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 — 手动定义静态的 IP 地址。

步骤  3 如果使用静态 IP 地址，请设置以下字段：

• IP 地址 — 输入静态 IP 地址。默认为 192.168.1.254。

• 掩码 — 输入 IP 地址掩码。

• 管理默认网关 — 输入默认网关 IP 地址。

• DNS 服务器 1— 输入主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DNS 服务器 2— 输入备用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运行默认网关 — 显示当前的默认网关状态。

注 如果未使用默认网关配置交换机，则它无法与同一 IP 子网内的其他设备

进行通信。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置交换机 IPv4 接口，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IPv6 接口

“IPv6 接口”页面可设置交换机的 IPv6 接口参数。可以在端口、 LAG 或 VLAN 上配

置 IPv6 接口。交换机支持将一个 IPv6 接口用作一个 IPv6 终端设备。

设置交换机 IPv6 接口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管理接口” > “IPv6 接口”。打开 “IPv6 接口”页面。

步骤  2 设置以下参数：

• IPv6 地址自动配置 — 勾选“启用”，启用来自 DHCP 服务器的自动地址配置。

地址自动配置是有状态的 。如果启用，则交换机支持对来自接口上接收的 IPv6
路由器通告的网站本地 IP 地址和全域 IP 地址，执行 IPv6 无状态地址自动配

置。交换机不支持有状态地址自动配置。

• DHCPv6 — 勾选 “启用”，启用 DHCPv6 功能。

• IPv6 地址／前 长度 — 如果未启用自动配置 IPv6 地址功能，需在此字段手动

设置交换机的 IPv6 地址和前 长度。

• IPv6 网关 — 如果未启用自动配置 IPv6 地址功能，需在此字段手动设置 IPv6 网

关地址。

• 本地链路地址 — 显示本地链路 IPv6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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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使用的 IPv6 地址 — 显示交换机当前使用的 IPv6 地址。

步骤  3 单击 “应用”，保存 IPv6 接口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重新启动交换机

某些配置更改需要重新启动系统才能生效。但是，重新启动交换机会删除运行配置，

因此在重新启动交换机之前先将运行配置保存到启动配置至关重要。单击 “应用”不

会将运行配置保存到启动配置。

用户可以使用 “管理” > “复制 / 保存配置”页面或单击窗口顶部的 “保存”来备份

运行配置，也可以从远程设备上传配置。

重新启动交换机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重启”。打开 “重启”页面。

步骤  2 您可以重新启动交换机或恢复交换机到出厂默认配置：

• 重启 — 重新启动交换机。由于运行配置中的任何未保存的信息在交换机重新启

动时都会被丢弃，因此必须单击任何窗口右上角的 “保存”，以便在启动程序

保留当前配置。如果未显示 “保存”选项，则表示运行配置与启动配置相同，

不需要执行任何操作。

• 使用出厂默认设置重启 — 使用出厂默认配置重新启动交换机。该过程会清除启

动配置文件，如果选择该操作，将会清除未保存到其他文件的所有设置。

设置闲置会话超时

“空闲会话超时”页面可配置管理会话经过多长时间的闲置后会超时，超时后用户必

须重新登录才能重建以下会话之一：

• HTTP 会话

• HTTPS 会话

• Console 会话

• Telnet 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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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H 会话

设定闲置会话超时时间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空闲会话超时”。打开 “空闲会话超时”页面。

步骤  2 从相应下拉框中为每种会话选择超时时间。默认超时时间为 10 分钟。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空闲会话超时，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Ping

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 “Ping”工具测试交换机 IP 地址与网络上一台指定的主机之间

的连通性。

使用 Ping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Ping”。打开 “Ping”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主机 IP 地址或名称 — 输入要 ping 的主机 IP 地址或名称。

• Ping 次数 — 设定 ping 操作执行的次数。

步骤  3 单击 “Ping”。在 “Ping 计数器和状态”区域显示 ping 操作状态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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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系统时间

交换机支持简单网络时间协议 （SNTP），如果启用了该协议，交换机会动态同步交

换机时间与 SNTP 服务器时间。交换机仅作为 SNTP 客户端工作，其无法为其他设备

提供时间服务。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系统时间、时区和夏时制，包括以下内容：

• 系统时间选项

• 设置系统时间

• 设置 SNTP 服务器

系统时间选项

系统时间可由用户手动设置，也可以使用 SNTP 服务器来动态设置。如果选择使用 

SNTP 服务器，则与该服务器建立通信后将会覆盖手动时间设置。

作为启动过程的一部分，交换机可通过以下方式配置系统时间：

• 使用 SNTP 服务器作为时钟源，可确保将交换机的网络时间同步精确到毫秒。

注 如果没有时间同步，将很难甚至无法在设备之间准确关联日志文件。建

议使用 SNTP 服务器作为时钟源。

• 由用户手动输入系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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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系统时间

使用 “系统时间”页面可以设置交换机的当前时间、时区、夏时制等。

!
注意 交换机没有可以更新手动时间的内部时钟。因此，如果系统时间为手动设置并且重新

启动了交换机，则必须重新输入手动时间设置。

设置系统时间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时间设置” > “系统时间”。打开 “系统时间”页面。

步骤  2 在 “时钟源设置”区域， 选择用于设置系统时钟的时钟源。

• 使用本地配置 — 选择此选项，手动输入系统时间。

• 使用 SNTP 服务器 — 选择此选项，从 SNTP 服务器获得系统时间。需要使用

“SNTP 设置”页面添加 SNTP 服务器。详见 “设置 SNTP 服务器”。

步骤  3 在 “手动设置”区域，可手动设定系统时间：

• 日期 — 选择当前系统的日期。

• 本地时间 — 选择当前系统的时间。

步骤  4 在 “时区设置”区域，从 “选择时区”下拉框内选择交换机使用的时区。

步骤  5 在 “夏令时设置”区域，设定以下参数：

• 夏令时类型 — 选择定义夏时制的方式：

- 禁用 — 禁用夏令时功能。

- 循环 — 每年在同一天开始实行夏时制。选择此选项，输入以下参数：

时间设置偏移 — 输入夏时制导致时钟调整的分钟数。

循环开始 — 分别设置夏时制开始的日期、星期、月份和时间。

循环截止 — 分别设置夏时制 结束的日期、星期、月份和时间。

- 依日期 — 手动输入日期，通常针对除美国或欧盟国家 / 地区以外的国家 / 地

区。选择此选项，输入以下参数：

时间设置偏移 — 输入夏时制导致时钟调整的分钟数。

开始日期 — 分别设置夏时制开始的年份、月份、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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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 分别设置夏时制结束的年份、月份、日期和时间。

- 欧洲 — 依据在欧盟及其他使用此标准的国家 / 地区使用的日期。

- 美国 — 依据在美国使用的日期。

步骤  6 单击 “应用”，设置系统时间，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上述时间设置将显示在 “系统时间信息”表格中。

设置 SNTP 服务器

“SNTP 设置”页面允许您设置 SNTP 服务器用于同步交换机的系统时钟。交换机将

查询发送到一组手动配置的 SNTP 服务器，然后等待服务器响应。

设置 SNTP 服务器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时间设置” > “SNTP 设置”。打开 “SNTP 设置”页面。

步骤  2 设定 SNTP 服务器的全局参数：

• SNTP/NTP 服务器地址 — 输入 SNTP/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服务器端口 — 输入 SNTP/NTP 服务器使用的端口号，默认为 123。

步骤  3 单击 “应用”，添加 SNTP 服务器到 “SNTP 服务器表”中，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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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设备诊断

本章介绍如何配置端口镜像、运行电缆测试和查看光线模块状态，包括以下内容：

• 测试铜质端口

• 查看光纤模块状态

• 设置端口和 VLAN 镜像

测试铜质端口

“铜缆测试”页面显示对铜质电缆执行的集成电缆测试的结果。

!
注意 测试端口时，会将端口设置为中断状态，通信会被中断。测试后，端口会恢复连接状

态。不建议在用于运行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的端口上运行铜质端口测试，因为这会中

断与该设备之间的通信。

测试连接到端口的铜质电缆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诊断” > “铜缆测试”。打开 “铜缆测试”页面。

步骤  2 要执行测试，从列表中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铜缆测试”。

注释 该测试可能会导致链路短暂中断。

步骤  3 测试完成后，分别显示测试得到的接收端和发送端的预计电缆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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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光纤模块状态

“光纤模块状态”页面会显示由 SFP （小型封装可热插拔）收发器报告的工作状况。

对于不支持数字诊断监控标准 SFF-8472 的 SFP，可能不会提供某些信息。

交换机支持以下百兆 SFP 收发器：

• MFEBX1：适用于单模光纤 （1310 nm 波长）的 100BASE-BX-20U SFP 收发

器，有效距离可达 20 km。

• MFEFX1：适用于多模光纤 （1310 nm 波长）的 100BASE-FX SFP 收发器，

有效距离可达 2 km。

• MFELX1：适用于单模光纤 （1310 nm 波长）的 100BASE-LX SFP 收发器，

有效距离可达 10 km。

交换机支持以下千兆 SFP 收发器：

• MGBBX1：适用于单模光纤 （1310 nm 波长）的 1000BASE-BX-20U SFP 收

发器，有效距离可达 40 km。

• MGBLH1：适用于单模光纤（1310 nm 波长）的 1000BASE-LH SFP 收发器，

有效距离可达 40 km。

• MGBLX1：适用于单模光纤 （1310 nm 波长）的 1000BASE-LX SFP 收发器，

有效距离可达 10 km。

• MGBSX1：适用于多模光纤 （850 nm 波长）的 1000BASE-SX SFP 收发器，

有效距离可达 550 m。

要查看光纤模块测试的结果，单击 “管理” > “诊断” > “光纤模块状态”。打开

“光纤模块状态”页面。

此页面将显示以下信息：

• 端口 — 连接 SFP 的端口。

• 温度 — SFP 的工作温度 （以摄氏度为单位）。

• 电压 — SFP 的工作电压。

• 电流 — SFP 的当前功耗。

• 输出功率 — 传输的光功率。

• 输入功率 — 接收的光功率。

• 信号丢弃 — 本地 SFP 报告信号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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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端口和 VLAN 镜像

在网络交换机上，可使用端口镜像将一个交换机端口、多个交换机端口或整个 VLAN 
上看到的网络数据包的副本发送到另一交换机端口上的网络监控连接。这对于需要进

行网络流量监控的网络应用 （例如入侵检测系统）很常用。连接到监控端口的网络分

析器会显示用于进行诊断、调试和性能监控的数据包。

设置端口和 VLAN 镜像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诊断” > “端口和 VLAN 镜像”。打开 “端口和 VLAN 镜像” 页

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端口和 VLAN 镜像规则。打开 “添加镜像 RSPAN”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会话编号 — 选择端口到 VLAN 镜像会话的编号。

• 会话类型 — 选择端口到 VLAN 镜像的类型。可选项包括：

- 基于本地端口 — 选择此选项，将各个端口的 Tx、RX、或 TX&RX 流量复制

到目的端口。

- 基于本地 VLAN — 选择此选项，将 VLAN 范围内的流量复制到目的端口。

- RSPAN 源会话 — 这是一种跨交换机复制流量的机制，选择此选项并设置

RSPAN 来源端。

- RSPAN 目的会话 — 这是一种跨交换机复制流量的机制，选择此选项并设置

RSPAN 目的端。

如果选择 “基于本地端口”，设定以下参数：

• 目的端口 — 选择要向其复制数据包的分析器端口。系统会将网络分析器连接到

此端口。一个被确定为分析器目标端口的端口，会保留分析器目的端口，直至

删除所有条目。

• 允许入站数据包 — 勾选 “启用”，允许目的端口接收复制流量之外的入站数据

包。

• 源端口 — 选择向分析器端口发送流量的源接口，将从其镜像以下流量：

- 仅接收 — 对传入数据包进行端口镜像。

- 仅发送 — 对传出数据包进行端口镜像。

- 发送和接收 — 对传入和传出数据包均进行端口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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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 不进行端口镜像。

如果选择 “基于本地 VLAN”，设定以下参数：

• 目的端口 — 选择要向其复制流量的端口，即分析器端口。

• 允许入站数据包 — 勾选 “启用”，允许目的端口接收复制流量之外的入站数据

包。

• VLAN— 选择向分析器端口发送流量的 VLAN，将从其镜像流量。

如果选择 “RSPAN 源会话”，设定以下参数：

• RSPAN VLAN— 选择一个 VLAN 以利用此 VLAN 复制流量到一个设备。

• 反射端口 — 选择用来连接另一个设备的端口。

• 源类型 — 选择复制端口或 VLAN 的流量。

如果选择端口作为来源，须分别选择向分析器端口发送流量的源端口，将从其

镜像以下流量：

- 仅接收 — 对传入数据包进行端口镜像。

- 仅发送 — 对传出数据包进行端口镜像。

- 发送和接收 — 对传入和传出数据包均进行端口镜像。

- 无 — 不进行端口镜像。

如果选择 VLAN 作为来源，需设定向分析器端口发送流量的 VLAN。

- VLAN— 选择向分析器端口发送流量的 VLAN，将从其镜像流量。

如果选择 “RSPAN 目的会话”，设定以下参数：

• RSPAN VLAN— 选择一个 VLAN 以利用此 VLAN 复制流量到本交换机。

• RSPAN 源端口 — 选择 RSPAN 来源端口。

• 目的端口 — 选择要向其复制数据包的分析器端口。

• 允许入站数据包 — 勾选 “启用”，允许目的端口接收复制流量之外的入站数据

包。

步骤  4 单击 “应用”，保存端口和 VLAN 镜像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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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LLDP 和 CDP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 LLDP 和 CDP 功能，包括以下内容：

• 关于 LLDP 和 CDP

• 设置 LLDP 

• 设置 CDP

关于 LLDP 和 CDP

链路层发现协议（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LLDP） 和思科发现协议（Cisco 

Discovery Protocol， CDP）都是链路层协议，针对直接连接到交换机的邻居设备通

告其自身和相互之间通告功能。默认情况下，交换机定期发送一个 LLDP/CDP 通告到

它的所有接口，并且终止和处理协议所要求的接入 LLDP 和 CDP 数据包。在 LLDP 和

CDP 数据包内，通告在数据包中被编码为 TLV （类型、长度和值）。

以下为一些关于 LLDP 和 CDP 配置的特别注意事项：

• 可全局启用或禁用LLDP/CDP功能，也可以分别针对单个端口启用或禁用LLDP/

CDP 功能。只有在 LLDP/CDP 功能被全局启用时，才可以针对单个端口启用

或禁用其 LLDP/CDP 功能。

• 如果全局启用 LLDP/CDP 功能，默认情况下，交换机过滤掉从禁用 LLDP/CDP
的端口接入的 LLDP/CDP 数据包。

• 如果全局禁用 LLDP/CDP 功能，交换机将被设置为丢弃、 VLAN 有意识泛洪

（VLAN Aware Flooding）或者 VLAN 无意识泛洪 （VLAN Unaware 

Flooding）所有的 LLDP 或 CDP 数据包。 VLAN 有意识泛洪是指将一个接入

LLDP/CDP 数据包泛洪到除接入端口之外的接收数据包的 VLAN。 VLAN 无意

识泛洪是指将一个接入 LLDP/CDP 数据包泛洪到除接入端口之外的全部接口。

如全局禁用 LLDP/CDP 功能，默认将丢弃 LLDP/CDP 数据包。您可以分别在

“LLDP 属性”和 “CDP 属性”页面选择丢弃或泛洪 LLDP/CDP 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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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DP/CDP终端设备（如 IP电话）从CDP/LLDP通告中学习语音VLAN配置。默

认情况下，交换机被允许基于交换机上设置的语音 VLAN 发送 CDP 和 LLDP
通告。请参照 “设置语音 VLAN”一节了解更多信息。

注 LLDP/CDP 无法区分端口是否在 LAG 内。如果一个 LAG 内包含多个端

口， LLDP/CDP 在每个端口上传输数据包时，将不考虑端口是否在 LAG 内。

• LLDP/CDP 操作与一个端口的 STP 状态互不相关。

• 如果某一端口上启用了 802.1x 端口访问控制，只有当端口被验证和授权时，交

换机才传输和接收通过此端口 LLDP/CDP 数据包。

• 如果某一端口是一个镜像目标端口， LLDP/CDP 将认为此端口断开。

注 在具备 LLDP/CDP 功能的设备没有相互连接且与不具备 LLDP/CDP 功能的设备相分离

的部署环境下，只有在不具备 LLDP/CDP 功能的设备泛洪它们接收到 LLDP/CDP 数

据包时，具备 LLDP/CDP 功能的设备才有可能从其他设备上接收到通告。如果不具备

LLDP/CDP 功能的设备执行 VLAN 有意识泛洪，当具备 LLDP/CDP 功能的设备在相同

的 VLAN 内时，可彼此接听到对方。必须注意的是，当不具备 LLDP/CDP 功能的设备

泛洪 LLDP/CDP 数据包时，一个具备 LLDP/CDP 功能的设备可能接收来自超过一个

设备的通告。

设置 LLDP

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可让网络管理员进行故障排除，并通过在多供应商环境中

发现和维护网络拓扑来增强网络管理。 LLDP 通过标准化网络设备向其他系统通告自

身存在以及存储所发现信息的方法，来发现网络邻居。

LLDP 可让设备向相邻设备通告其身份、配置和功能，然后这些相邻设备会将这些数

据存储在管理信息库 （MIB） 中。网络管理系统会通过查询这些 MIB 数据库来为网络

拓扑建模。

LLDP 协议通过从每个端口广播组播帧在第 2 层运行。这些组播帧被称为协议数据单

元（PDU 或 LLDP PDU），并由可识别 LLDP 协议的设备进行处理。 LLDP PDU 包含 

TLV （类型 - 长度 - 值元组），而 TLV 包含由设备广播的信息。

LLDP 协议有一个名为 LLDP 介质端点发现 （LLDP-MED） 的扩展协议，该扩展协议

可提供和接受来自语音或视频设备的信息。有关 LLDP-MED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LLDP-MED 协议”一节。

本节介绍如何设置 LLDP 功能，包括以下内容：

• 全局启用 LLDP 并设置 LLDP 全局参数。详见 “设置 LLDP 属性”。

• 设置每个端口的 LLDP。详见 “编辑 LLDP 端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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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LLDP-MED 网络策略。详见 “设置 LLDP-MED 网络策略”。

• 将 LLDP-MED 网络策略与端口相关联。详见 “LLDP-MED 端口设置”。

• 查看 LLDP 全局信息以及每个端口的 LLDP 状态。详见 “查看 LLDP 端口状

态”。

• 查看 LLDP 本地端口状态详细信息。详见 “查看 LLDP 本地信息”。

• 查看从邻居发现的 LLDP 信息。详见 “查看 LLDP 邻居信息”。

• 查看每个端口的 LLDP 统计信息。详见 “获取 LLDP 统计信息”。

• 查看 LLDP 过载信息。详见 “查看 LLDP 过载信息”。

设置 LLDP 属性

“LLDP 属性”页面可设置 LLDP 的全局参数，包括在全局启用 / 禁用 LLDP 功能以及

设置定时器等。

设置 LLDP 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LLDP” > “属性”。打开 “LLDP 属性”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LLDP 状态 — 设定交换机上的 LLDP 全局状态。选择 “启用”，全局启用

LLDP。选择 “禁用”，全局禁用 LLDP。

• LLDP 帧处理 — 选择 LLDP 帧处理方法：

- 桥接 — （VLAN 有意识泛洪）基于 VLAN 转发数据包。

- 过滤 — 删除数据包。

- 泛洪 —（VLAN 无意识泛洪）将转发传入 LLDP 数据包到除入站接口之外的

所有接口。

• TLV 通告间隔 — 设定发送 LLDP 通告更新的速率 （以秒为单位）。

- 使用默认配置 — 选择此选项，使用默认的 TLV 通告间隔值 （30 秒）。

- 用户定义 — 选择此选项，手动输入发送 LLDP 通告更新的速率。

• 保留的乘数 — 设定在丢弃LLDP数据包之前保留这些数据包的时间，一般为TLV 
通告间隔的倍数。例如，如果 TLV 通告间隔为 30 秒，而此选项设为 4，则会

在 120 秒后丢弃 LLDP 数据包。

- 使用默认配置 — 选择此选项，使用默认值 （默认为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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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定义 — 选择此选项，手动输入保留倍数值。

• 重新初始化延迟 — 设定在一个 LLDP 启用 /禁用周期之后，禁用 LLDP 与重新初

始化 LLDP 之间的时间间隔 （以秒为单位）。

- 使用默认配置 — 选择此选项，使用默认值 （默认为 2 秒）。

- 用户定义 — 选择此选项，手动输入禁用 LLDP 与重新初始化 LLDP 之间的时

间间隔。

• 传输延迟 — 设定由 LLDP 本地系统 MIB 中的更改而引发的连续 LLDP 帧传输之

间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 使用默认配置 — 选择此选项，使用默认值 （默认为 2 秒）。

- 用户定义 — 选择此选项，手动输入传输延迟时间。

步骤  3 在 “快速启动重复计数”字段中，输入初始化 LLDP-MED 快速启动机制时发送 LLDP 
数据包的次数。有新的端点设备连接至交换机时会发生这种情况。有关 LLDP-MED 的

描述，详见 “LLDP-MED 协议”。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置 LLDP 属性，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编辑 LLDP 端口设置

“端口设置”页面可针对每个端口激活 LLDP ，并设定在 LLDP PDU 中发送的 TLV。

设置这些属性后，便可以为支持 LLDP 协议的设备提供各种类型的信息。

编辑 LLDP 端口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LLDP” > “端口设置”。打开 “端口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端口设置”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设置的端口。

• 管理状态 — 为端口选择 LLDP 发布选项。

- 仅发送 — 只发布不发现。

- 仅接收 — 只发现不发布。

- 发送和接收 — 发布并发现。

- 禁用 — 表示在该端口上禁用 LL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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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的可选 TLVs — 通过将 TLV 移动到“选定的 TLVs”列表中，来选择要由交

换机发布的信息。可用 的 TLV 包含：

- 端口说明 — 有关端口的信息，包括制造商、产品名称和硬件 / 软件版本。

- 系统名称 — 系统的指定名称 （使用字母数字格式）。

- 系统说明 — 对网络实体的描述 （使用字母数字格式）。它包括系统名称、

硬件版本、操作系统和交换机支持的网络软件。

- 系统功能 — 交换机的主要功能，以及是否已在交换机中启用这些功能。这

些功能由两个八进制数表示。 0 到 7 位分别表示其他、中继器、网桥、

WLAN AP、路由器、电话、DOCSIS 电缆设备以及工作站。8 到 15 位为保

留位。

- 802.3 MAC-PHY — 双工和比特率功能以及发送设备的当前双工和比特率设

置。它还指出当前设置是通过自动协商还是手动配置而产生的。

- 802.3 链路聚合 — 是否可以聚合链路 （与用于传输 LLDP PDU 的端口相关

联）。它还指出链路当前是否已聚合；如果是，则提供聚合的端口标识符。

- 802.3 大帧大小 — MAC/PHY 实施的 大帧大小功能。

- 管理地址 — 管理 IP 地址。

• VLAN ID — 启用此功能，在 LLDP 802.1 TLV中通告此端口已加入的VLAN列表

中的某些特定 VLAN ；禁用此功能，在 LLDP 802.1 TLV 中不通告此端口已加

入的 VLAN 列表。

• VLAN LIST— 输入此端口需要通告的 VLAN。

步骤  4 单击 “应用”，修改 LLDP 端口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 LLDP 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然后单击 “复制配

置”。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LLDP-MED 协议

LLDP 介质端点发现 （LLDP-MED） 是 LLDP 的增强功能，提供其他功能以支持介质

设备。 LLDP-MED 具备以下功能：

• 提供详细的网络拓扑信息，包括网络上的设备及其位置，例如，将哪个 IP 电话

连接到哪个端口、在哪个交换机上运行哪个软件，以及将哪个端口连接到哪台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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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设备位置以让您创建位置数据库；对于 IP 电话 （VoIP）、紧急电话服务

（E-911），则使用 IP 电话位置信息。

• 提供故障排除信息。 LLDP-MED 会给网络管理员发送警报：

- 端口速度与双工模式相冲突

- QoS 策略配置不正确

注 交换机会根据你的配置自动通告策略；但是，您还必须将交换机手动配置为使用该策

略。

设置 LLDP-MED 网络策略

LLDP-MED 网络策略是一些相关配置设置的集合，由网络策略编号标识。会将该集合

加载到一个 LLDP-MED TLV 中，并发送给与交换机连接的设备。连接的设备会使用该

信息，按照网络策略中的指定方式发送流量。

使用 “LLDP MED 端口设置”页面可将网络策略与端口相关联。管理员必须创建 

VLAN，并根据 LLDP-MED 网络策略中的指定方式，配置 VLAN 中的从属关系。

设置 LLDP-MED 网络策略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管理” > “发现 - LLDP” > “LLDP-MED 网络策略”。打开“LLDP-MED 网

络策略”页面。

步骤  2 在 “自动语音应用的 LLDP-MED 网络策略”区域，勾选 “启用”，启用适用于语音

应用的 LLDP-MED 网络策略功能。

步骤  3 单击 “应用”。

步骤  4 单击 “添加”，添加 LLDP-MED 网络策略。打开 “添加网络策略”页面。

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网络策略编号 — 选择要创建的 LLDP-MED 网络策略编号。

• 应用 — 从列表中选择正为其定义网络策略的应用程序类型 （流量类型）。

• VLAN ID — 输入要向其发送流量的 VLAN。

• VLAN 标记 — 选择是否为流量添加标签。

• 用户优先级 — 选择要应用于此网络策略所定义流量的流量优先级。

• DSCP 值 — 选择要与邻居所发送应用程序数据相关联的 DSCP 值。该值可告诉

邻居应如何标记他们发送给交换机的应用程序流量。

步骤  6 单击 “应用”，设置 LLDP-MED 网络策略，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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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如需编辑 LLDP-MED 网络策略的相关配置，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编辑”。如需删

除 LLDP-MED 网络策略，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LLDP-MED 端口设置

使用 “LLDP-MED 端口设置”页面可选择 LLDP-MED 网络策略并选择要在 LLDP 

PDU 内发送的 LLDP-MED TLV。

在每个端口上设置 LLDP-MED 网络策略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管理” > “发现 - LLDP” > “LLDP-MED 端口设置”。打开“LLDP-MED 端

口设置”。

步骤  2 如需将 LLDP-MED 网络策略与端口相关联，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端口设置”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

• LLDP MED 状态 — 勾选 “启用”，在此端口上启用 LLDP-MED。 或勾选 “禁

用”，在此端口上禁用 LLDP-MED。

• 可用的可选 TLVs — 通过将 TLV 移动到“选定的 TLVs”列表中，来选择可由交

换机发布的 TLV。

• 可用的网络策略 — 通过将 LLDP-MED 网络策略移动到 “选定的网络策略”列

表中，来选择将由 LLDP 发布的 LLDP-MED 网络策略。这些策略是在 “LLDP-

MED 网络策略”页面中创建的。

注 必须按照 LLDP-MED 标准中定义的精确数据格式，使用十六进制字符在

以下字段中输入内容。

• 位置坐标 — 输入要由 LLDP 发布的坐标位置。

• 城市地址 — 输入要由 LLDP 发布的城市地址。

• 位置 ECS ELIN — 输入要由 LLDP 发布的紧急电话服务 （ECS） ELIN 位置。

步骤  4 单击 “应用”，修改 LLDP-MED 端口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查看 LLDP 本地信息详情，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LLDP 本地信息详情”。

转到 “LLDP 本地信息”页面。



设置 LLDP 和 CDP

设置 LLDP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用户手册 74

8

步骤  6 如需将某一端口关联的 LLDP-MED 网络策略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

然后单击 “复制配置”。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

用”。

查看 LLDP 端口状态

“LLDP 端口状态”页面显示 LLDP 端口状态全局信息以及每个端口的 LLDP 状态。

查看 LLDP 端口状态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LLDP” > “LLDP 端口状态”。打开 “LLDP 端口状态”页

面。

在 “LLDP 端口状态全局信息”区域，可查看以下信息：

• Chassis ID 子类型 — Chassis ID 的类型 （如 MAC 地址）。

• Chassis ID — Chassis 标识符。在 Chassis ID 子类型为 MAC 地址时，会显示

为交换机的 MAC 地址。

• 系统名称 — 交换机的名称。

• 系统说明 — 对交换机的描述。

• 支持的系统功能 — 设备的主要功能，例如网桥、 WLAN AP 或路由器。

• 已启用的系统功能 — 设备已启用的主要功能。

• 端口 ID 子类型 — 显示的端口标识符的类型。

在 “LLDP 端口状态表”区域，可查看以下信息：

• 接口 — 端口标识符。

• LLDP 状态 — LLDP 发布选项。

• LLDP-MED 状态 — 已启用或已禁用 LLDP-MED 网络策略。

• 本地 PoE — （仅适用于 MS200X-24P）通告的本地 PoE 信息，包括电源类型、

电源、电源优先级和功率值。

• 远程 PoE — （仅适用于 MS200X-24P）邻居通告的 PoE 信息，包括电源类型、

电源、电源优先级和功率值。

步骤  2 如需查看发送给邻居的 LLDP 和 LLDP-MED TLV 的详细信息，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

击 “LLDP 本地信息详情”。转到 “LLDP 本地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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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如需查看邻居发送来的 LLDP 和 LLDP-MED TLV 的详细信息，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

击 “邻居信息详情”。转到 “LLDP 邻居信息”页面。

查看 LLDP 本地信息

“LLDP 本地信息”页面显示端口上通告的 LLDP 本地端口状态。

查看在端口上通告的 LLDP 本地端口状态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LLDP” > “LLDP 本地信息”。打开 “LLDP 本地信息”页

面。

步骤  2 从 “接口”列表中选择要查看的端口。此页面显示以下信息：

全局

• Chassis ID 子类型 — Chassis ID 的类型 （如 MAC 地址）。

• Chassis ID — Chassis 标识符。在 Chassis ID 子类型为 MAC 地址时，会显示

交换机的 MAC 地址。

• 系统名称 — 交换机的名称。

• 系统说明 — 交换机的描述。

• 支持的系统功能 — 设备的主要功能，例如网桥、 WLAN AP 或路由器。

• 已启用的系统功能 — 设备已启用的主要功能。

• 端口 ID 子类型 — 显示的端口标识符的类型。

• 端口 ID — 端口的标识符。

• 端口说明 — 有关端口的信息，包括制造商、产品名称和硬件 / 软件版本。

管理地址

显示本地 LLDP 代理的地址表。其他远程管理员可以使用该地址获取与本地设备相关

的信息。该地址由以下元素组成：

• 地址子类型 — 在 “管理地址”字段中列出的管理 IP 地址的类型。

• 地址 — 返回的 适合管理用途的地址。

• 接口子类型 — 用于定义接口编号的编号方法。

• 接口编号 — 与此管理地址相关联的具体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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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PHY 详情

• 支持自动协商 — 端口速度自动协商支持状态。

• 已启用自动协商 — 端口速度自动协商活动状态。

• 自动协商通告功能 — 端口速度自动协商功能。

• 运行 MAU 类型 — 介质连接单元（MAU）类型。MAU 可执行物理层功能，包括

通过对以太网接口进行冲突检测来转换数字数据和在网络中插入位。

802.3 详情

• 802.3 大帧大小 — 支持的 大 IEEE 802.3 帧大小。

802.1 PVID 详情

• 802.1 PVID— 通告的端口 VLAN ID。

802.3 链路聚合

• 聚合功能 — 指出是否可以聚合接口。

• 聚合状态 — 指出是否已聚合接口。

• 聚合端口 ID — 通告的聚合接口 ID。

MED 详情

• 支持的功能 — 端口上支持的 MED 功能。

• 当前功能 — 端口上启用的 MED 功能。

• PoE 设备类型 — （仅适用于 MS200X-24P）端口 PoE 类型。

• PoE 电源 — （仅适用于 MS200X-24P）端口电源。

• PoE 电源优先级 — （仅适用于 MS200X-24P）端口电源优先级。

• PoE 功率值 — （仅适用于 MS200X-24P）端口电源功率值。

• 硬件版本 — 硬件版本。

• 固件版本 — 固件版本。

• 软件版本 — 软件版本。

• 序列号 — 设备序列号。

• 制造商名称 — 设备制造商名称。

• 型号名称 — 设备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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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 ID — 资产 ID。

位置信息

按 ANSI-TIA-1057 标准中的 10.2.4 款所述，以十六进制字符显示以下信息：

• 城市 — 街道地址。

• 坐标 — 地图坐标：纬度、经度和海拔高度。

• ECS ELIN — 紧急电话服务 （ECS） 紧急位置标识号 （ELIN）。

步骤  3 在 “网络策略表”区域，可查看以下信息：

• 应用类型 — 网络策略应用程序类型。

• VLAN ID — 为其定义网络策略的 VLAN。

• VLAN 类型 — 为其定义网络策略的 VLAN 类型。该字段的值可能为：

- Tagged VLAN — 指示网络策略是为已添加标签的 VLAN 定义的。

- Untagged VLAN — 指示网络策略是为未添加标签的 VLAN 定义的。

• 用户优先级 — 网络策略用户优先级。

• DSCP — 网络策略 DSCP 值。

步骤  4 单击 “端口状态表”，可转到 “LLDP 端口状态”页面。

查看 LLDP 邻居信息

“LLDP 邻居信息”页面显示了使用来自相邻设备的 LLDP 协议接收的信息。超时（根

据在其间未收到邻居发送的 LLDP PDU 的邻居活动时间 TLV 发送的值）后，将会删除

该信息。

查看 LLDP 邻居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LLDP” > “LLDP 邻居信息”。打开 “LLDP 邻居信息”页

面。

步骤  2 勾选 “过滤器”并选择一个端口，单击 “确定”。

“LLDP 邻居表”显示与所选端口相关的信息：

• 本地端口 — 要将邻居与其连接的本地端口号。

• Chassis ID 子类型 — Chassis ID 的类型 （例如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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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ssis ID — 802 LAN 相邻设备的标识符。

• 端口 ID 子类型 — 显示的端口标识符的类型。

• 端口 ID — 端口的标识符。

• 系统名称 — 已发布的交换机名称。

• 存活时间 — 在其后删除该邻居的信息的时间间隔 （以秒为单位）。

步骤  3 选择一个本地端口，然后单击 “邻居信息详情”。显示以下邻居信息： 

端口详情

• 本地端口 — 端口号。

全局

• Chassis ID— 802 LAN 相邻设备机箱的标识符。

• 系统名称 — 已发布的系统名称。

• 系统说明 — 对网络实体的描述 （使用字母数字格式）。它包括系统名称、硬件

版本、操作系统和设备支持的网络软件。

• 已启用的系统功能 — 设备已启用的主要功能。

• 端口 ID — 端口的标识符 。

• 端口说明 — 有关端口的信息，包括制造商、产品名称以及硬件或软件版本。

管理地址 

• 地址 — 管理的地址。

• 存活时间 — 管理地址的存活时间。

MAC/PHY 详情 

• 支持自动协商 — 端口速度自动协商支持状态。

• 已启动自动协商 — 端口速度自动协商活动状态。

• 自动协商通告功能 — 端口速度自动协商功能。

• 运行 MAU 类型 — 介质连接单元（MAU）类型。MAU 可执行物理层功能，包括

通过对以太网接口进行冲突检测来转换数字数据和在网络中插入位。

802.3 详情 

• 802.3 大帧大小 — 端口上支持的 大通告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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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 PVID 详情 

• 802.1 PVID — 通告的端口 VLAN ID。

802.1 VLAN 详情 

• 802.1 VLAN — 通告的 VLAN。

802.3 链路聚合 

• 聚合功能 — 表明是否可以聚合端口。

• 聚合状态 — 表明当前是否已聚合端口。

• 聚合端口 ID— 通告的聚合端口 ID。

MED 详情

• 支持的功能 — 已在端口上启用的 MED 功能。

• 当前功能 — 由端口通告的 MED TLV。

• PoE 设备类 — （仅适用于 MS200X-24P）端口 PoE 类型，如已打开电源。

• PoE 电源 — （仅适用于 MS200X-24P）端口的电源。

• PoE 电源优先级 — （仅适用于 MS200X-24P）端口电源优先级。

• PoE 功率值 — （仅适用于 MS200X-24P）端口电源值。

• 硬件版本 — 硬件版本。

• 固件版本 — 固件版本。

• 软件版本 — 软件版本。

• 序列号 — 设备序列号。

• 制造商名称 — 设备制造商名称。

• 型号名称 — 设备型号。

• 资产 ID— 资产 ID。

位置信息

按照 ANSI-TIA-1057 标准中的 102.4 款所述，以十六进制自负输入以下数据结构：

• 城市 — 城市地址或街道地址。

• 坐标 — 位置地图坐标：纬度、经度和海拔高度。

• ECS ELIN— 设备紧急电话服务 （ECS）紧急位置标识号 （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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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如需删除某一 LLDP 邻居信息，选择该条目并单击 “删除”。

步骤  5 单击 “刷新”，刷新 “LLDP 邻居信息表”显示的数据。

步骤  6 如需查看 LLDP 端口的状态，单击 “端口状态表”。转到 “LLDP 端口状态”页面。

获取 LLDP 统计信息

“LLDP 统计信息”页面显示每个端口的 LLDP 统计信息。

查看 LLDP 统计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LLDP” > “LLDP 统计信息”。打开 “LLDP 统计信息”页

面。

此页面显示每个端口的 LLDP 统计信息：

• 接口 — 端口标识符。

• 发送的帧总数 — 已传输的帧数。

• 接收的帧数：

- 总数 — 已接收帧的总数。

- 丢弃 — 丢弃的已接收帧数。

- 错误 — 已接收的帧中发生错误的总数。

• 接收的 TLVs：

- 丢弃 — 丢弃的已接收 TLV 的总数。

- 未识别 — 未识别的已接收 TLV 的总数。

• 邻居信息删除总数 — 端口上删除的邻居数。

步骤  2 单击 “刷新”，刷新 “LLDP 统计信息表”显示的数据。



设置 LLDP 和 CDP

设置 LLDP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用户手册 81

8

查看 LLDP 过载信息

LLDP 会向数据包添加信息，这可能会导致数据包过大。 LLDP 添加的信息被分成多个

组。交换机会传输 大可能数目的整组 （也就是说不会传输不完整的组）。

“LLDP 过载”页面显示为每个端口的 LLDP TLV 发送的字节数、要为其发送的剩余字

节数以及端口的传输状态。

查看 LLDP 过载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LLDP” > “LLDP 过载”。打开 “LLDP 过载”页面。

“LLDP 过载表”显示每个端口以下 LLDP 过载信息：

• 接口 — 端口标识符。

• 总字节数 — 每个数据包中的字节总数。

• 剩余字节数 — 要添加到数据包中的剩余字节总数。

• 状态 — TLV 正被传输还是已过载。

步骤  2 要查看端口的 LLDP 过载详细信息，请选择该端口，然后单击 “详情”。打开 “详情

LLDP 过载”页面。

此页面显示该端口上发送的每个 TLV 的以下信息：

LLDP 强制 TLVs

• 总字节数 — 强制 TLV 的字节总数。

• 状态 — 强制 TLV 组正被传输还是已过载。

LLDP-MED 功能

• 总字节数 — LLDP-MED 通过 MDI 提供的扩展电源数据包的字节总数。

• 状态 — LLDP-MED 通过 MDI 提供的扩展电源数据包已传输还是已过载。

LLDP-MED 网络策略

• 总字节数 — LLDP-MED 网络策略数据包的字节总数。

• 状态 — LLDP-MED 网络策略数据包已传输还是已过载。

通过 MDI 的 LLDP-MED 扩展功率

• 总字节数 — LLDP-MED 网络策略数据包的字节总数。

• 状态 — LLDP-MED 网络策略数据包已传输还是已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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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3 TLVs

• 总字节数 — LLDP-MED 802.3 TLV 数据包的字节总数。

• 状态 — LLDP-MED 802.3 TLV 数据包已传输还是已过载。

总数

• 总字节数 — 发送的数据包总数，以字节为单位。

• 剩余字节数 — 要传输的剩余数据包字节总数。

设置 CDP

与 LLDP 相似， CDP£®Cisco Discovery Protocol£© 是一个链路层协议，针对直接

连接到交换机的邻居设备通告其自身和相互之间通告功能。

设置 CDP 属性

使用 “CDP 属性”页面可全局启用或禁用 CDP 并设置 CDP 全局参数。

设定 CDP 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CDP” > “属性”。打开 “CDP 属性”页面。

STEP  1 设定以下参数：

• CDP 状态 — 勾选 “启用”，全局启用 CDP 功能。勾选 “禁用”，全局禁用

CDP 功能。

• CDP帧处理— 如果CDP功能被禁用，当交换机接收到匹配所选标准的数据包时

采取何种措施处理 CDP 帧：

- 桥接 — （VLAN 有意识泛洪）基于 VLAN 转发数据包。

- 过滤 — 删除数据包。

- 泛洪 — （VLAN 无意识泛洪）将转发传入 CDP 数据包到除入站接口之外的

所有接口。

• CDP语音VLAN通告— 勾选“启用”，使得交换机在启用CDP的所有端口上在

CDP 中通告语音 VLAN。语音 VLAN 可以在 “语音 VLAN 属性”页面设置。

详见 “设置语音 VLAN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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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P强制TLV验证— 如有必要，丢弃不包含强制TLV的传入CDP数据包，并且

增加无效错误计数器。

• CDP 版本 — 选择要使用的 CDP 版本。

• CDP 保持时间 — 在丢弃数据包之前保留 CDP 数据包的时间（以秒为单位），一

般为 TLV 通告间隔的倍数。例如，如果 TLV 通告间隔为 30 秒，保持倍数为

4，那么 CDP 数据包在 120 秒后将被丢弃。选择以下任意选项：

- 使用默认设置 — 选择此选项，使用默认值 （默认为 180 秒）。

- 用户定义 — 选择此选项，手动输入 CDP 保持时间。

• CDP 传输速率 — 发送 CDP 通告更新的速率（以秒为单位）。可选择以下任意选

项：

- 使用默认设置 — 选择此选项，使用默认的传输速率 （默认为 60 秒）。

- 用户定义 — 选择此选项，手动输入传输速率。

• 设备 ID 格式 — 选择设备 ID 的格式：MAC 地址、序列号或主机名。

• 系统日志语音 VLAN 不匹配 — 勾选“启用”，当检测到一个语音 VLAN 不匹配

（在传入帧中的语音 VLAN 信息与本地设备通告的语言 VLAN 不匹配）时，发

送一条系统日志。

• 系统日志本征 VLAN 不匹配 — 勾选“启用”，当检测到一个本征 VLAN 不匹配

（在传入帧中的本征 VLAN 信息与本地设备通告的本征 VLAN 不匹配）时，发

送一条系统日志。

• 系统日志双工不匹配 — 勾选“启用”，当检测到一个双工不匹配（在传入帧中

的双工信息与本地设备通告的双工信息不匹配）时，发送一条系统日志。

步骤  2 单击 “应用”，设置 CDP 属性，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编辑 CDP 接口设置

“接口设置”页面允许管理员启用或禁用每端口的 CDP 功能。当与 CDP 邻居发生冲

突时，触发通知功能。冲突可以是与语音数据、本征 VLAN 或双工的冲突。

通过设定 CDP 接口设置，使得您可以选择支持 CDP 协议的设备所提供的信息类型。

被通告的 LLPD-MED TLV 可以在 “LLDP-MED 端口设置”页面选择。详见 “LLDP-

MED 端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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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CDP 接口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CDP” > “接口设置”。打开 “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接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定义的端口。

• CDP 状态 — 选择启用或禁用 CDP 发布选项。

注 以下三个选项只有在交换机被设置为发送陷阱到管理站点时可选。

• 系统日志语音 VLAN 不匹配 — 勾选“启用”，当检测到一个语音 VLAN 不匹配

（在传入帧中的语音 VLAN 信息与本地设备通告的语言 VLAN 不匹配）时，发

送一条系统日志。

• 系统日志本征 VLAN 不匹配 — 勾选“启用”，当检测到一个本征 VLAN 不匹配

（在传入帧中的本征 VLAN 信息与本地设备通告的本征 VLAN 不匹配）时，发

送一条系统日志。

• 系统日志双工不匹配 — 勾选“启用”，当检测到一个双工不匹配（在传入帧中

的双工信息与本地设备通告的双工信息不匹配）时，发送一条系统日志。

步骤  4 单击 “应用”，修改 CDP 接口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 CDP 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然后单击 “复制

配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单击 “应用”。

步骤  6 如需查看 CDP 本地信息详情，单击 “CDP 本地信息详情”。转到 “CDP 本地信息”

页面。

查看 CDP 本地信息

“CDP 本地信息”页面显示由 CDP 协议通告的有关本地设备的信息。

查看 CDP 本地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CDP” > “CDP 本地信息”。打开 “CDP 本地信息”页

面。

步骤  2 选择要查看 CDP 本地信息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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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显示以下信息：

• CDP 状态 — 显示 CDP 是否启用。

• 设备 ID 类型 — 设备 ID TLV 中通告的设备 ID 类型。

• 设备 ID — 设备 ID TLV 中通告设备 ID。

• 地址 （x） — 设备 ID TLV 中通告的 IP 地址。

• 端口 ID — 端口 TLV 中通告的端口 ID。

• 功能 — 端口 TLV 中通告的端口 ID。

• 版本 — 设备正在运行的软件版本信息。

• 平台 — 平台 TLV 中通告的平台 ID。

• 本征 VLAN — 本征 VLAN TLV 中通告的本征 VLAN ID。

• 双工 — 全双工 / 半双工 TLV 中通告的端口是否为 全双工 / 半双工。

• 设备 ID — 连接到设备 TLV 中通告的端口的设备类型。

• 设备 VLAN ID — 设备使用的 VLAN，例如如果设备为一台 IP 电话，那么此字段

显示语音 VLAN。

• 用户不可信端口的 CoS — 如果此端口的扩展信任功能被关闭，此字段显示二层

CoS 值和 802.1D/802.1p 优先级值。此 CoS 值为 设备标记为不可信端口所接

收的全部数据包的 CoS 值。

查看 CDP 邻居信息

“CDP 邻居信息”页面显示从相邻设备收到的 CDP 信息。超时 （根据在其间未收到

邻居发送的 CDP PDU 的邻居存活时间 TLV 发送的值）后，将会删除该信息。

查看 CDP 邻居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CDP” > “CDP 邻居信息”。打开 “CDP 邻居信息”页

面。

步骤  2 勾选 “过滤器”并从下拉框中选择一个本地接口，单击 “确定”。

在 “CDP 邻居信息表”中显示此接口的 CDP 邻居信息：

• 设备 ID — 相邻设备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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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接口 — 相邻设备连接的本地接口号。

• 通告版本 — CDP 协议号。

• 存活时间 （秒） — 在其后删除该邻居的信息的时间间隔 （以秒为单位）。

• 功能 — 邻居通告的功能。

• 平台 — 来自邻居的平台 TLV 的信息。

• 邻居接口 — 邻居的外发接口。

步骤  3 如需查看 CDP 邻居的详细信息，单击 “详情”。页面显示以下信息：

• 设备 ID— 邻居设备的标识符。

• 本地接口 — 帧到达所经由的端口的接口编号。

• 通告版本 — CDP 的版本。

• 存活时间 — 在其后删除该邻居的信息的时间间隔， 以秒为单位。

• 功能 — 设备的主要功能。这些功能由两个八进制数表示。0 到 7 位分别表示其

他、中继器、网桥、 VLAN AP、路由器、电话、 DOCSIS 电缆设备以及工作

站。 8 到 15 位为保留位。

• 平台 — 邻居的平台的标识符。

• 邻居接口 — 帧到达所经由的邻居的接口编号。

• 本征 VLAN— 邻居的本征 VLAN。

• 双工 — 邻居接口处于半双工还是全双工模式。

• 地址 — 邻居的地址。

• 功率消耗 — 接口上由邻居消耗的电源量。

• 版本 — 邻居的软件版本。

步骤  4 单击 “刷新”，刷新页面信息。

步骤  5 单击 “清除表”，断开所有连接的 CDP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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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CDP 统计信息

“CDP 统计信息”页面显示从端口发送或接收的 CDP 帧的相关信息。 CDP 统计信息

只有当交换机在全局和在端口上都启用 CDP 的情况下才能显示。您需要分别在

“CDP 属性”和 “CDP 接口设置”页面启用 CDP 功能。

查看 CDP 统计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发现 - CDP” > “CDP 统计信息”。打开 “CDP 统计信息”页

面。

步骤  2 选择 CDP 统计信息页面的刷新频率。

此页面显示以下 CDP 统计信息：

• 已接收 — 显示每个接口已接收的不同类型数据包的计数器。

- 版本 1— 显示已接收的 CDP 版本 1 数据包的数量。

- 版本 2— 显示已接收的 CDP 版本 2 数据包的数量。

- 总数 — 显示已接收的 CDP 版本 1 和 2 数据包的总数。

• 已发送 — 显示每个接口已发送的不同类型数据包的计数器。

- 版本 1— 显示已发送的 CDP 版本 1 数据包的数量。

- 版本 2— 显示已发送的 CDP 版本 2 数据包的数量。

- 总数 — 显示已发送的 CDP 版本 1 和 2 数据包的总数。

在 “CDP 错误统计信息”区域显示 CDP 错误计数器，包括：

• 非法校验和 — 已接收带有非法的校验和值的错误数据包的数量。

• 其他错误 — 已接收的带有其他非法校验和的错误数据包的数量。

• 邻居数超过 大值 — 数据包信息因为缺少空间而不能存储到缓存的 大次数。

步骤  3 如需清除 CDP 计数器，单击 “清除计数器”，清除 CDP 统计信息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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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管理

本章介绍端口配置、链路聚合、节能以太网和 UDLD 等功能，包含以下内容：

• 端口管理工作流程

• 设置端口基本配置

• 设置链路聚合

• 设置节能以太网

• 设置 UDLD

端口管理工作流程

要配置端口，请执行以下操作：

• 设置端口的基本配置。详见 “设置端口基本配置”。

• 启用 / 禁用链路聚合控制协议，并将潜在成员端口设置为所需的链路聚合组 
（LAG））。默认情况下，所有 LAG 均没有端口成员。详见 “设置 LAG 管

理”。

• 设置以太网参数，例如链路聚合组的速度和自动协商。详见 “定义 LAG 设

置”。

• 为作为链路聚合组的成员或候选成员的端口设置 LACP 参数。详见 “设置

LACP”。

• 启用或禁用每端口的节能以太网功能。详见 “设置节能以太网”。

• 如果交换机支持并启用 PoE，则按 “设置以太网供电设备”章节中所述配置该

交换机。

• 启用 UDLD 功能检测端口的单向链路问题。详见 “设置 UD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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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端口基本配置

使用 “端口设置”页面可定义所有端口的全局设置和每端口设置。

注 同时使用两个端口时， SFP 光纤优先级较高。

定义端口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端口管理” > “端口设置”。打开 “端口设置”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端口全局参数：

• 巨型帧 — 输入可支持的 大数据包。

• err-disable recovery 间隔 — 输入外部线路或设备已排除故障的预设恢复时

间。

• err-disable recovery 原因 — 显示造成设备故障恢复的原因。

• BPDU Guard — 当由于BPDU防护功能导致端口进入err-disable状态时，启用

此选项会进行自动恢复。

• UDLD— 当由于 UDLD 功能导致端口进入 err-disable 状态时，启用此选项会进

行自动恢复。

• Self Loop— 当由于自身回路侦测功能导致端口进入 err-disable 状态时，启用

此选项会进行自动恢复。

• Broadcast Flood — 当由于广播泛洪功能而导致端口进入 err-disable 状态时，

启用此选项会进行自动恢复。

• Multicast Flood — 当由于多播泛洪功能而导致端口进入 err-disable 状态时，

启用此选项会进行自动恢复。

• Unknown Multicast Flood — 当由于未知多播泛洪功能而导致端口 err-

disable 状态时，启用此选项会进行自动恢复。

• Unicast Flood— 当由于单播泛洪功能而导致端口 err-disable 状态时，启用此

选项会进行自动恢复。

• ACL — 当访问控制列表功能而导致端口 err-disable状态时，启用此选项会进行

自动恢复。

• Port Security Violation — 当由于端口安全功能而导致端口 err-disable 状态

时，启用此选项会进行自动恢复。

• DHCP速率限制— 当由于DHCP速率限制功能而导致端口err-disable状态时，

启用此选项会进行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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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P检测 — 当由于ARP检测功能而导致端口err-disable状态时，启用此选项会

进行自动恢复。

• Inline Power — 当由于 Inline Power 功能而导致端口 err-disable 状态时，启用

此选项会进行自动恢复。

步骤  3 单击 “应用”，定义端口的全局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4 如需修改单个端口的设置，选择相应的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端口设

置”页面。

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设定的端口号。

• 端口说明 — 输入端口名称或备注以方便识别。

• 端口类型 — 显示端口类型。

• 管理状态 — 选择当重新启动交换机时端口应处于运行状态 （连接）还是非运

行状态 （中断）。

• 运行状态 — 显示当前的端口连接状态。

• 自动协商 — 勾选 “启用”，在端口上启用自动协商功能。自动协商可使端口向

其他设备通告其传输速率、双工模式和流量控制能力。

• 运行自动协商 — 显示端口上的当前自动协商状态。

• 管理端口速度 — 选择端口的速率。端口类型决定了可用的速度设置选项。仅当

禁用端口自动协商时，您才可以指定 “管理速度”。

• 运行端口速度 — 显示作为协商结果的当前端口速度。

• 管理双工模式 — 选择端口的双工模式。仅当禁用自动协商时才可配置此字段。

可能的选项有：

- 全双工 — 接口支持交换机和客户端之间的同时双向传输。

- 半双工 — 接口仅支持交换机和客户端之间在某一时刻的单向传输。

• 运行双工模式 — 显示作为协商结果的端口的当前双工模式。

• 管理自动通告 — 选择要由端口通告的功能。选项如下：

- 大容量 — 可以接受所有端口速度和双工模式设置。

- 10M 半双工 — 10 Mbps 速度和半双工模式。

- 10M 全双工 — 10 Mbps 速度和全双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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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M 半双工 — 100 Mbps 速度和半双工模式。

- 100M 全双工 — 100 Mbps 速度和全双工模式。

• 运行自动通告 — 显示当前由端口通告的功能。

• 流量控制 — 启用或禁用 802.3x 流量控制，或在端口上启用流量控制的自动协

商 （仅适用于全双工模式）。

• 受保护的端口 — 勾选 “启用”，可使端口成为受保护的端口。受保护的端口也

称为专用 VLAN 边缘 （PVE）。受保护的端口功能如下：

- 受保护的端口可在接口 （共享同一广播域 （VLAN） 的以太网端口和链路

聚合组）之间提供第 2 层隔离保护。

- 从受保护的端口接收到的数据包仅可以转发到不受保护的出口端口。受保护

的端口过滤规则也适用于通过软件 （例如侦测应用程序）转发的数据包。

- 端口保护不受 VLAN 成员关系的影响。连接到受保护端口的设备不得与其他

端口通信，即使这些端口是同一 VLAN 的成员。

- 端口和 LAG 均可定义为 “受保护的”或 “不受保护的”。

步骤  6 单击 “应用”，修改端口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链路聚合

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LACP） 是 IEEE 规格 （802.3ad） 的一部分，可使您将多个物

理端口捆绑在一起以形成单个逻辑通道。链路聚合通过将多个端口链接在一起形成一

个链路聚合组 （LAG） 来优化端口的使用。 LAG 可使设备之间的带宽成倍增加、增

强端口灵活性并提供链路冗余。

支持两种类型的 LAG：

• 静态 — 如果禁用 LACP，则 LAG 为静态 LAG。您可以使用已成为 LAG 的活动

成员的端口组来配置静态 LAG。

• 动态 — 如果启用LACP，则LAG为动态LAG。您可以将端口组定义为动态LAG 
的候选端口。 LACP 可确定来自 LAG 的哪些候选端口为活动的成员端口。非活

动成员端口是准备替换任何失败的活动成员端口的备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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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均衡

转发到 LAG 的流量在活动成员端口上呈负载均衡状态，从而可获得接近于 LAG 的所

有活动成员端口的聚合带宽的有效带宽。

LAG 的活动成员端口上的流量负载均衡由散列式分布函数管理，该函数可根据第 2 层

或第 3 层数据包报头信息分布单播流量。组播数据包的运作方式与单播数据包相同。

交换机支持两种负载均衡算法：

• 按 MAC 地址 — 根据所有数据包的目标和源 MAC 地址。

• 按 IP和MAC地址 — 根据 IP 数据包的目标和源IP地址以及非IP数据包的目标和

源 MAC 地址。

LAG 管理

LAG 中的活动成员端口可通过明确的用户分配进行静态定义，也可通过链路聚合控制

协议 （LACP） 进行动态选择。在本地设备和远程设备之间交换 LACP 信息后，

LACP 选择流程会为 LAG 选择活动成员端口。

通常，系统会将 LAG 处理为单个逻辑端口。特别是 LAG 具有类似于普通端口的端口

属性，例如状态和速度。

交换机支持 8 个 LAG。每个 LAG 均具有以下特性：

• LAG 中的所有端口必须属于相同的介质类型。

• 要将端口添加到LAG时，此端口的VLAN配置将不再生效，而启用LAG的VLAN
配置。当端口从 LAG 中离开时，端口下的 VLAN 配置重新生效。

• 不得将某 LAG 中的端口分配给其他 LAG。

• 为静态LAG 多分配8个端口，并且 多有16个端口可以作为动态LAG的候选

端口。

• LAG 中的所有端口必须禁用自动协商，但是 LAG 可以启用自动协商。

• 将端口添加到 LAG 的原始配置后，该端口中存在的配置将不再适用，而 LAG 的

配置将应用至该端口。从 LAG 中删除端口后，将重新应用其原始配置。

• 生成树等协议将 LAG 中的所有端口视作一个端口。

• LAG 中的所有端口必须具有相同的 802.1p 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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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和动态 LAG 工作流程

要配置静态 LAG，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LAG 上禁用 LACP，以将选择的 LAG 配置为静态 LAG。使用 “LAG 管理”

页面从 “端口列表”中选择端口并将其从中移动到 “LAG 成员”列表，从而

为静态 LAG 多分配 8 个活动成员端口。详见 “设置 LAG 管理”。

• 使用 “LAG 设置”页面来配置 LAG 速度和流量控制。详见 “定义 LAG 设

置”。

要配置动态 LAG，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LAG 上启用 LACP，以将选择的 LAG 配置为动态 LAG。使用“LAG 管理”页

面从 “端口列表”中选择端口并将其从该列表中移动到 “LAG 成员”列表，

从而为动态 LAG 多分配 16 个候选端口。详见 “设置 LAG 管理”。

• 使用“LAG 设置”页面来配置 LAG 速度和流量控制。详见“定义 LAG 设置”。

• 使用 “LACP”页面来配置 LAG 中端口的 LACP 参数。详见 “设置 LACP”。

设置 LAG 管理

“LAG 管理”页面可全局设置负载均衡算法和定义 LAG 中的成员端口。

设置 LAG 管理的步骤：

步骤 1 请单击 “端口管理” > “链路聚合” > “LAG 管理”。打开 “LAG 管理”页面。

步骤  2 选择以下负载均衡算法之一：

• MAC 地址 — 按所有数据包上的源和目标 MAC 地址执行负载均衡。

• IP/MAC地址 — 按 IP数据包上的源和目标 IP地址以及非 IP数据包上的目标和源

MAC 地址执行负载均衡。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负载均衡算法，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4 选择要配置的 LAG，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LAG 管理”页面。

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LAG — 选择要设置的 LAG。

• LAG 名称 — 输入 LAG 名称或备注。

• 类型 — 选择 LAG 类型：静态或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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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 — 如果禁用 LACP （链路聚合控制协议），则 LAG 为静态 LAG。您

可以使用已成为 LAG 的活动成员的端口组来配置静态 LAG。

- 动态 — 如果启用 LACP，则 LAG 为动态 LAG。您可以将端口组定义为动态

LAG 的候选端口。 LACP 可确定来自 LAG 的哪些候选端口为活动的成员端

口。非活动成员端口是准备替换任何失败的活动成员端口的备用端口。

• 端口列表 — 将那些要分配给 LAG 的端口从“端口列表”移动到“LAG 成员”

列表中。可以为每个静态 LAG 多分配 8 个端口，为动态 LAG 多分配 16
个端口。

步骤  6 单击 “应用”，设置 LAG 成员关系，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定义 LAG 设置

“LAG 设置”页面显示所有 LAG 的当前设置。您可以修改 LAG 设置并重新激活暂停

的 LAG。

定义 LAG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端口管理” > “链路聚合” > “LAG 设置”。打开 “LAG 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 LAG，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LAG 设置”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LAG — 选择要设置的 LAG。

• 说明 — 输入 LAG 名称或备注。

• LAG 类型 — 显示组成 LAG 的端口类型。

• 管理状态 — 将选择的 LAG 设置为运行状态 （连接）或非运行状态 （中断）。

• 运行状态 — 显示 LAG 当前是否处于运行状态。

• 管理自动协商 — 勾选“启用”，在 LAG 上启用自动协商。自动协商是两个链路

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议，可使 LAG 向其合作伙伴通告自己的传输速率和流量控制

（流量控制默认为禁用）。建议在聚合链路的两端同时启用或同时禁用自动协

商，从而确保链路速度保持一致。

• 运行自动协商 — 显示当前的自动协商设置。

• 管理速度 — 如果您禁用自动协商功能，可设定 LAG 速度。

• 运行 LAG 速度 — 显示 LAG 运行时的当前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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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自动通告 — 如果您启用自动协商功能，可选择要由 LAG 通告的功能。

- 大容量 — 所有 LAG 速度和两种双工模式均可用。

- 10M 全双工 — LAG 可通告 10 Mbps 速度，模式为全双工。

- 100M 全双工 — LAG 可通告 100 Mbps 速度，模式为全双工。

- 1000M 全双工 — LAG 可通告 1000 Mbps 速度，模式为全双工。

• 运行管理通告 — 显示管理通告的运行状态。 LAG 可将其功能通告给相邻的

LAG，以开始协商流程。

• 管理流量控制 — 在 LAG 上启用或禁用流量控制，或启用流量控制的自动协商功

能。

• 运行流量控制 — 显示当前的流量控制设置。

• 受保护的 LAG — 勾选“启用”，可使 LAG 成为受保护的端口，以接受第 2 层隔

离保护。有关受保护的端口和 LAG 的详细信息，详见 “设置端口基本配置”。

步骤  4 单击 “应用”，修改 LAG 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将一个 LAG 的设置复制到另一个 LAG， 选择源 LAG 并单击 “复制设置”。在打

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 LAG，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 LACP

动态 LAG 启用 LACP。在 LAG 中定义的每个候选端口上均运行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LACP 系统优先级和 LACP 端口优先级可确定哪些候选端口会成为配有 8 个以上候选

端口的动态 LAG 中的活动成员端口。 LAG 中选择的候选端口全都连接到同一远程设

备。

LACP 通道组 多可具有 16 个相同类型的以太网端口。 多可有 8 个端口处于活动状

态，而处于备用模式的端口也不能超过 8 个。如果 LACP 通道组中的端口数超过 8
个，链路控制端上的交换机将使用端口优先级来确定将哪些端口捆绑到通道中，以及

使哪些端口处于热备份模式。系统将忽略另一个交换机 （链路的非控制端）上的端口

优先级。

根据以下规则，将使用本地设备或远程设备的 LACP 优先级：将本地 LACP 系统优先

级与远程 LACP 系统优先级设备作比较。将使用 低优先级。如果两个优先级相同，

则会比较本地 MAC 地址和远程 MAC 地址。将使用具有 低 MAC 地址的设备的优先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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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态 LACP 中选择活动端口或备用端口所依据的其他规则如下：

• 以不同于 高速活动成员的速度运行或以半双工模式运行的任何链路均处于备

用状态。动态 LAG 中的所有活动端口均以相同波特率运行。

• 如果链路的端口 LACP 优先级低于当前活动的链路成员，并且活动成员的数量

已达到 大数，则该链路将处于非活动状态和备用模式。

“LACP”页面可设置 LACP 系统优先级、LACP 超时和 LACP 端口优先级。LACP 超

时是一种每端口参数，是发送和接收连续 LACP PDU 之间的时间间隔。在所有因素相

同的情况下，当 LAG 配有的候选端口数大于活动端口允许的 大数时，交换机会从具

有 高优先级的动态 LAG 中选择作为活动端口的端口。

注 LACP 设置与不是动态 LAG 成员的端口不相关。

定义 LACP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端口管理” > “链路聚合” > “LACP”。打开 “LACP”页面。

步骤  2 在 “LACP 系统优先级”部分， 输入全局 LACP 系统优先级值，其可确定哪些候选端

口将成为 LAG 的成员。

步骤  3 单击 “应用”，定义全局 LACP 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4 从 “LACP 接口表”中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LACP”页

面。

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为其指定超时值或优先级值的端口。

• LACP 端口优先级 — 输入端口的 LACP 优先级值。

• LACP 超时 — 选择以较长还是较短的传输速率来定期传输 LACP PDU，具体取

决于明确的 LACP 超时首选。

• 模式 — 选择 LACP 模式：主动或被动。

步骤  6 单击 “应用”，修改端口的 LACP 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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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节能以太网

节能以太网是一组功能的通称，这些功能专为保护环境而设计，可降低设备的电能消

耗。节能以太网功能可降低总电能使用量。按照每个端口定义节能以太网功能，而不

考虑其 LAG 成员关系。

使用 “端口设置”页面可查看和设置每个端口的节能以太网能量模式。

定义每端口节能以太网功能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端口管理” > “节能以太网” > “ 端口设置”。打开 “ 端口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端口设置”页面。

步骤  3 选择在该端口上启用还是禁用 802.3 节能以太网功能。

步骤  4 单击 “应用”，定义端口的节能以太网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节能以太网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然后单击 “复

制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 UDLD

Unidirectional Link Detection （UDLD，单向链路检测） 是思科私有的二层协议，用

于监听利用光纤或双绞线连接的以太链路的物理配置。 UDLD 协议主要用于检测单向

链路问题 （比如传输的数据包无法到达接收端或者光纤分别连接到不同接口）。当出

现单向链路 （一个方向接收正常而另一个方向出现异常）时， UDLD 可以检测出这一

情况，关闭相应接口并发送警告信息。单向链路可能引起很多问题，如可能造成 STP
环路。

注 链路两端设备都必须支持 UDLD 协议，以便成功地检测单向链路问题并关闭相应的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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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LD 运行模式

UDLD 支持两种工作模式：普通模式 （normal）和进取模式 （aggressive）。两种模

式下都可以检测到光纤及双绞线链路中的单向链路问题。

普通模式下， UDLD 可以检测到因光纤连接到错误端口而造成的单向链路问题。普通

模式下， 如果一个端口的链路状态被认为是单向的且 UDLD 消息超时，此时 UDLD 将

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进取模式下， UDLD 可以检测到光纤或者双绞线链路的单向流量以及光纤连接到错误

端口等造成的单向链路问题。进取模式下，如果一个端口的链路状态被认为是单向的

且 UDLD 消息超时，在端口链路仍然未断开的情况下， UDLD 将试图重新建立端口的

状态。如果不成功， 端口将进入 errdisable 状态。

设置 UDLD 参数

“UDLD 设置”页面可全局设置 UDLD 相关参数，重置因单向链路问题而导致

errdisable 状态的端口，以及修改每个端口的 UDLD 设置。

设置 UDLD 参数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端口管理” > “UDLD” > “UDLD 设置”。打开 “UDLD 设置”页面。

“端口设置表”显示每个端口的 UDLD 设置，包括：

• 端口— 显示本地交换机上设置 UDLD 的端口。

• 模式— 显示此端口设置的 UDLD 工作模式。

• UDLD 运行状态— 显示端口当前运行的 UDLD 工作模式。

• 当前双向状态— 显示端口当前的双向链路运行状态。

• 当前运行状态— 显示端口当前的运行状态。

• 消息间隔— 显示端口两次发送 UDLD 消息的间隔时间。

• 超时间隔— 显示 UDLD 消息的超时间隔。超时间隔是指等待来自邻居设备响应

的 UDLD 消息的时间间隔。

步骤  2 在 “消息间隔”部分，输入两次发送 UDLD 消息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消息间

隔是指 UDLD 邻居对双向链路的通告状态发送 UDLD PDU 封包的时间间隔。设置范

围为 7-90 秒。

步骤  3 在 “光纤端口 UDLD 默认设置”部分，可全局设置光纤端口默认的 UDLD 工作模式。

UDLD 工作模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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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用— 禁用 UDLD 功能。

• 启用— 启用 UDLD 功能 （普通模式）。

• 进取— 启用 UDLD 功能 （进取模式）。

步骤  4 单击 “应用”，保存光纤端口 UDLD 全局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单击 “重置”按钮，可重置因 UDLD 而导致 errdisable 的端口。

步骤  6 如需修改某一端口的 UDLD 工作模式，选择要设置的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

步骤  7 选择端口的 UDLD 运行模式。

• 禁用— 禁用此端口的 UDLD 功能。

• 启用— 启用此端口的 UDLD 功能且 UDLD 运行在普通模式下。

• 进取— 启用此端口的 UDLD 功能且 UDLD 运行在进取模式下。

步骤  8 单击 “应用”，保存端口的 UDLD 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查看 UDLD 邻居信息

“UDLD 邻居”页面可查看每个端口的相邻设备的 UDLD 消息。

查看 UDLD 邻居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端口管理” > “UDLD” > “UDLD 邻居”。打开 “UDLD 邻居”页面。

步骤  2 在 “过滤器”部分，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确定”。

“UDLD 邻居表”显示所选端口的 UDLD 邻居信息，包括：

• 运行时间 — UDLD 协议运行时间。

• 当前邻居状态 — 邻居设备当前的 UDLD 运行状态。

• 设备名称 — 邻居设备的名称。

• 端口 ID — 邻居设备启用 UDLD 的端口号。

• 邻居设备名称 — 本地交换机的名称。

• 邻居端口 ID— 本地交换机启用 UDLD 的端口号。

• 消息间隔 — 两次发送 UDLD 消息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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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时间隔 — UDLD 消息的超时间隔。

• CDP 设备名称 — 邻居设备的 CDP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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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以太网供电设备

以太网供电 （Power over Ethernet， PoE） 功能仅在 MS200X-24P 交换机上提供。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 PoE 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交换机上的 PoE

• 设置 PoE 属性

• 设置 PoE 功率、优先级和类别

交换机上的 PoE

PoE 交换机作为供电设备 （PSE），可通过现有的铜质电缆为连接的受电设备 （PD）

供电，而不会影响网络流量，也无需更新物理网络或修改网络基础架构。

PoE 功能

PoE 具有如下功能：

• 可消除为有线 LAN 上的所有设备输送 110/220 V AC 电能的需求。

• 可消除将所有网络设备靠近电源放置的必要性。

• 可消除在企业中部署双线系统的需求，大大降低安装成本。

只要企业网络部署连接到以太网 LAN 的功率相对较低的设备，就可以使用以太网供

电，这类低功率设备包括：

• IP 电话

• 无线接入点

• IP 网关

• 音频和视频远程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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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 工作

PoE 分以下几个阶段实施：

• 检测 — 在铜质电缆上发送特殊脉冲。如果另一端连接了 PoE 设备，该设备会对

这些脉冲做出响应。

• 分类 — 检测阶段结束后，开始供电设备 （PSE）与受电设备 （PD）之间的协

商。在协商过程中，受电设备指定其类别，这是受电设备所耗的 大功率。

• 功率消耗 — 分类阶段结束后，供电设备将为受电设备供电。如果受电设备支持

PoE，但未进行分类，则会将其假设为类别 0 （ 大）。如果受电设备尝试消

耗的功率超过了标准所允许的 大功率，则供电设备会停止为该端口供电。

PoE 支持两种模式：

• 端口限制 — 交换机同意提供的 大功率取决于系统管理员配置的值，与分类结

果无关。

• 级别限制 — 交换机同意提供的 大功率取决于分类阶段的结果。这表示将根据

客户端的请求设置 大功率。

PoE 配置注意事项

使用 PoE 功能需要考虑两个因素：

• 供电设备可以提供的 大功率。

• 受电设备实际尝试消耗的功率。

您可以决定：

• 允许供电设备向受电设备提供的 大功率。

• 在设备工作期间，将模式从级别限制更改为端口限制及从端口限制更改为级别

限制时，系统将保留在端口限制模式下所设定的端口功率配置。

• 所允许的针对端口的 大端口限制 （以 mW 为单位的数值限制），限于端口限

制模式。

• 当受电设备 尝试消耗过多功率时生成Trap，以及生成Trap时受电设备所耗功率

占 大功率的百分比。

PoE 特定硬件会根据连接到每个特定端口的设备的类别自动检测受电设备类别及其功

率限制，限于级别限制模式。

如果在连接的任意时刻，所连接的受电设备从交换机请求超过所配置的功率分配所允

许的功率 （不论交换机是级别限制模式还是端口限制模式），交换机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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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向 PoE 端口供电

• 记录停止供电的原因

• 生成 SNMP Trap

PoE 设置流程

要设置端口 PoE 功能，请完成以下操作：

• 设置 PoE 供电模式以及其他属性。详见 “设置 PoE 属性”。

• 在端口上启用PoE功能，并依据采用的PoE供电模式定义PoE功率、优先级以及

类别等参数。详见 “设置 PoE 功率、优先级和类别”。

设置 PoE 属性

“PoE 属性”页面可选择采用端口限制还是级别限制的 PoE 供电模式，以及指定是否

生成 Trap 以及供电 Trap 阙值等。

这些设置需提前设定。当受电设备实际连接并消耗功率时，所消耗的功率可能比所允

许的 大功率少得多。

在加电重新启动、初始化和系统配置过程中不输出功率，以确保不会损坏受电设备。

在交换机上配置 PoE 和监控当前功率使用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端口管理” > “PoE” > “PoE 属性”。打开 “PoE 属性”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供电模式 — 请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端口限制 — 由用户配置针对每个端口的 大功率限制。

- 级别限制 — 由设备类别 （从分类阶段获取）决定每个端口的 大功率限

制。

• Traps — 启用或禁用Trap功能。如果启用Trap，则还必须启用SNMP并至少设

置一个 SNMP 通知接收设备。有关 SNMP 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设置

SNMP”一章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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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acy — 启用或禁用是否支持预标准受电设备 （Legacy Powered 

Device）。此功能只有在建立连接协商时启作用。对于已经连接的预标准受电

设备，如果禁用此功能，只有在重新插拔线缆后才会被禁用。 

• 供电 Trap 阙值 — 输入使用率阈值，该值为功率限制的百分比。如果功率超过了

该值，便会发出警报。

此页面还显示以下计数器：

• 标称功率 — 交换机可为连接的所有供电设备提供的总功率。

• 已消耗功率 — 当前由 PoE 端口消耗的总功率。

• 分配功率 — 当前 PoE 端口预留的功率。

• 可用功率 — 当前可用的功率 （标称功率减去分配功率）。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 PoE 属性，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时配置。

设置 PoE 功率、优先级和类别

“端口设置”页面可根据供电模式，通过两种方式限制每个端口的功率：

• 端口限制：将功率限制为指定的瓦特数。要使这些设置生效，系统必须为 PoE
端口限制模式。当端口消耗的功率超过端口限制时，将会停止为端口供电。

• 级别限制：根据连接的受电设备的类别限制功率。要使这些设置生效，系统必

须为 PoE 级别限制模式。当端口消耗的功率超过类别限制时，将会停止为端口

供电。

在某些情况下，交换机没有足够的功率，无法一次性为所有端口提供所允许的功率。

要解决此问题，请为端口指定限制和优先级。例如，在所有 24 个端口上均允许 30 W 
的功率，但由于功率限制 （所有端口 大可提供 370 W 的功率），由优先级决定为哪

些端口供电，不为哪些端口供电。

设置 PoE 端口配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端口管理” > “PoE” > “PoE 端口设置”。打开 “PoE 端口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PoE 端口设置”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端口 —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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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E 管理状态 — 在端口上启用或禁用 PoE 功能。

• 电源优先级 — 选择供电不足时使用的端口优先级：低、高或严重。例如，如果

供电使用率在 99%，端口 1 的优先级为高，而端口 3 的优先级为低，则将为端

口 1 供电，而拒绝为端口 3 供电。

• 类 — 仅当供电模式被设置为 “级别限制”时才会显示该字段。类别将决定功

率等级。 下表给出了不同类别预设的可分配功率值：

• 管理功率分配 — 仅当供电模式被设置为 “端口限制”时才会显示该字段。以

毫瓦为单位输入分配给端口的 大功率。其范围为 0 到 30000 mW。

• 大功率分配 — 显示此端口所分配的 大功率 （以毫瓦为单位）。 大分配功

率一般为管理分配功率与 15.4W （802.3af, class 0 to 3）或 30W （802.3at, 

class 4）之间的 小值。

• 功耗 — 显示连接到此端口的受电设备消耗的功率 （以毫瓦为单位）。

• 缺席计数器 — 显示由于检测不到受电设备，而停止为其供电的情况发生的次

数。

• 拒绝供电计数器 — 显示拒绝为受电设备供电情况发生的次数。

类别 交换机端口所提供的 大功率

Class 0 15.4 W

Class 1 4.0 W

Class 2 7.0 W

Class 3 15.4 W

Class 4 30.0 W

管理分配功率 连接的受电设备级别 大分配功率

30W class 4 30W

30W class 0 to 3 15.4W

20W class 0 to 3 15.4W

20W class 4 20W

10W class 0 to 3 1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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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签名计数器 — 显示收到无效签名的次数。PSE 需通过特征码来识别受电设

备。特征码在受电设备的检测、分类或维护过程中生成。

• 过载计数器 — 显示功率过载情况发生的总次数。

• 短路计数器 — 显示硬件短路情况发生的总次数。

步骤  4 单击 “应用”，修改端口的 PoE 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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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VLAN

本章介绍有关如何 VLAN 功能，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 VLAN

• 设置默认 VLAN

• 创建 VLAN

• 定义接口 VLAN 配置

• 设置端口到 VLAN

• 设置 VLAN 成员关系

• 设置 GVRP

• 设置语音 VLAN

• 设置灵活 QinQ

• 设置 VLAN 映射

• 设置基于协议的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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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VLAN 是一个逻辑组，连接到 VLAN 的设备不论连接到桥接网络的哪个物理 LAN 段，

都可以通过以太网 MAC 层互相通信。

VLAN 说明

系统使用会 1 到 4094 之间的值为每个 VLAN 配置一个唯一的 VID （VLAN ID）。如

果桥接网络中的设备上的端口能够向 VLAN 发送数据并从 VLAN 接收数据，则该端口

便为该 VLAN 的成员。如果进入 VLAN 的指定给某端口的所有数据包都不包含 VLAN 
标签，则该端口为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如果进入 VLAN 的指定给某端口的所有

数据包都包含 VLAN 标签，则该端口为 VLAN 的已添加标签成员。一个端口可以是一

个或多个 VLAN 的成员。

处于 VLAN “接入”模式的端口只能是一个 VLAN 的成员。处于 “一般”模式或

“中继”模式的端口可以是一个或多个 VLAN 的成员。

如果帧中不包含 VLAN 标签，或者仅为帧添加了优先级标签，则会根据于接收帧的入

站端口处配置的 PVID （端口 VLAN 标识符）将该帧分类为属于某个 VLAN。

如果启用了入站过滤功能，并且入站端口不是数据包所属 VLAN 的成员，则此帧将于

入站端口处被丢弃。仅当帧的 VLAN 标签中的 VID 为 0 时，才会将该帧视为添加了优

先级标签。

属于某 VLAN 的帧会始终处于该 VLAN 之内。这可以通过仅向作为目标 VLAN 成员的

出站端口发送或转发帧来实现。出站端口可以是 VLAN 的已添加标签成员或未添加标

签成员。

出站端口：

• 如果出站端口是目标 VLAN 的已添加标签成员，并且原始帧不包含 VLAN 标

签，则会为此帧添加 VLAN 标签。

• 如果出站端口是目标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并且原始帧包含 VLAN 标签，

则会删除此帧的 VLAN 标签。



设置 VLAN

VLAN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用户手册 109

11

VLAN 角色

所有 VLAN 流量 （单播 / 广播 / 多播）均将始终处于该 VLAN 之内。连接到不同 

VLAN 的设备无法通过以太网 MAC 层彼此直接连接。

毗邻的可识别 VLAN 的设备使用 GVRP 相互交换 VLAN 信息。因此，VLAN 信息将通

过桥接网络进行传递。可以根据设备之间交换的 GVRP 信息，以静态或动态方式创建

设备上的 VLAN。 VLAN 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 （通过 GVRP 创建），但不

能既为静态又为动态。有关 GVRP 的详细信息，详见 “设置 GVRP”。

某些 VLAN 可能具有其他角色，如语音 VLAN 和默认 VLAN。

QinQ

QinQ 可隔绝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网络和客户的网络。交换机则作为一个提供商网桥支持

基于端口的、被标记为 c-tagged 的服务接口。

通过 QinQ， 交换机添加一个 ID 标签 （也称为服务标签 （S-tag））用于转发通过网

络的流量。服务标签 （S-tag）用于区分不同客户之间的流量，同时保存客户 VLAN
标签。

不管客户流量 初被标记为 c-tagged 还是未标记，都将被封装成带有 TPID0x8100
的服务标签 （S-tag ）的流量。服务标签 （S-tag ）允许此流量被视为一个提供商网

桥网络内 （网桥网络仅基于 S-tag VID （S-VID））的聚合流量。

当流量通过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网络进行转发时，服务标签 （S-tag ）将被保存，并且

稍后由一台入站设备删除。

QinQ 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无需配置客户的边缘设备。使用 “灵活 QinQ”页面可设定基

于端口的灵活 QinQ 功能并定义优先级和标签 （详见 “设置灵活 QinQ”）。

VLAN 配置工作流程

设置 VLAN 的步骤：

• 设置默认 VLAN。详见 “设置默认 VLAN”。

• 根据需要创建 VLAN。详见 “创建 VLAN”。

• 根据需要定义每个 接口的 VLAN 设置。详见 “定义接口 VLAN 配置”。

• 将接口分配给 VLAN。详见 “设置端口到 VLAN”。

• 查看所有接口的当前 VLAN 成员关系。详见 “设置 VLAN 成员关系”。

• 在全局和每个端口上分别激活 GVRP。详见 “设置 GV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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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源 VLAN 利用镜像处理成新的 VLAN 并转发。详见 “设置 VLAN 映射”。

• 设置语音 VLAN 及其相关参数。详见 “设置语音 VLAN”。

• 设置基于协议的 VLAN 及其相关参数。详见 “设置基于协议的 VLAN”。

设置默认 VLAN

在出厂默认设置下，交换机会自动创建 VLAN 1 作为默认 VLAN，所有端口的默认接

口状态为 “中继”，并且会将所有端口配置为默认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

默认 VLAN 具有以下特性：

• 该 VLAN 是独特的非静态 / 非动态 VLAN，并且在默认情况下，所有端口都是它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

• 该 VLAN 无法删除。

• 无法为该 VLAN 指定标签。

• 不能为该 VLAN 指定任何特殊的角色 （例如语音 VLAN）。

• 如果某端口不再是任何 VLAN 的成员，则交换机会自动将该端口配置为默认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在以下情况下，端口将不再是 VLAN 的成员：

VLAN 已被删除或者已将该端口从 VLAN 删除。

• RADIUS 服务器无法使用动态 VLAN 分配将默认 VLAN 分配给 802.1x 请求方。

如果默认 VLAN 的 VID 发生更改，则在保存配置和重新启动交换机后，交换机会在 

VLAN 中的所有端口上执行以下操作：

• 从原始默认 VLAN 中删除端口的 VLAN 成员关系 （可能仅在重新启动后会执

行）。

• 将端口的 PVID （端口 VLAN 标识符）更改为新的默认 VLAN 的 VID。

• 从交换机上删除原始默认 VLAN ID。该 ID 必须经过重新创建，然后才能使用。

• 将端口添加为新的默认 VLAN 的未添加 VLAN 标签成员。

更改默认 VLAN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VLAN 管理” > “默认 VLAN 设置”。打开 “默认 VLAN 设置”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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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默认 VLAN ID — 显示目前的默认 VLAN ID。

• 默认 VLAN ID — 输入要在重新启动后用于取代默认 VLAN 的新 VLAN ID。

步骤  3 单击 “应用”。

步骤  4 单击 “保存”（位于窗口的右上角），将运行配置保存到启动配置。

重新启动交换机后，“默认 VLAN ID”的值将成为目前的默认 VLAN ID。

创建 VLAN

您可以创建 VLAN，但需通过手动或自动的方式将该 VLAN 连接到一个以上的端口，

该 VLAN 才会生效。端口必须始终属于一个或多个 VLAN。 MS200X 交换机支持 

4094 个 VLAN （包括默认 VLAN 在内）。

必须使用 1 到 4094 之间的值为每个 VLAN 配置一个唯一的 VID （VLAN ID）。交换

机会将 VID4095 保留为丢弃 VLAN。所有分类为属于丢弃 VLAN 的数据包都会在入站

处被丢弃，而永远不会被转发到端口。

创建 VLAN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VLAN 管理” > “创建 VLAN ”。打开 “创建 VLAN”页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 VLAN。打开 “添加 VLAN”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VLAN — 要创建单个 VLAN，选择此选项并在 “VLAN ID”和 “VLAN 名称”

字段分别输入相应的 VLAN ID 和 VLAN 名称。

• 范围为 — 要创建一个 VLAN 范围，选择此选项并在“VLAN 范围为”字段输入

起始 VLAN ID 和结束 VLAN ID。

步骤  4 单击 “应用”，创建 VLAN，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修改用户自定义的 VLAN 的参数，选择相应的 VLAN 并单击 “编辑”。如需删除

用户自定义的 VLAN，选择相应的 VLAN 并单击 “删除”。不能删除默认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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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接口 VLAN 配置

使用 “接口设置”页面可设置所有接口的 VLAN 相关参数。 MS200X 交换机支持 

4094 个 VLAN （包括默认 VLAN 在内）。

定义接口的 VLAN 配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VLAN 管理” > “接口设置”。打开 “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 “确定”。

步骤  3 选择一个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一个端口或 LAG。

• 接口 VLAN 模式 — 选择如下接口模式：

- 一般 — 接口可以支持 IEEE 802.1q 规格中定义的所有功能。接口可以为一个

或多个 VLAN 的已添加标签成员或未添加标签成员。

- 接入 — 接口为单个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在此模式下配置的端口称为

接入端口。

- 中继 — 接口 多可作为一个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或者作为零个或更

多 VLAN 的已添加标签成员。在此模式下配置的端口称为中继端口。

- dot1q 隧道 — 当交换机有一个或多个 dot1 q 隧道端口时，选择此选项，交换

机将处于 QinQ 模式。

• 管理 PVID — 输入传入的未添加标签和添加了优先级标签的帧的所属 VLAN 的

端口 VLAN ID （PVID）。

• 帧类型 — 选择接口可以接收的帧类型。不属于所配置的帧类型的帧将在入站处

被丢弃。这些帧类型仅在 “一般”模式下可用。可能的值包括：

- 全部接受 — 接口接受所有类型的帧：未添加标签的帧、已添加标签的帧和

添加优先级标签的帧。

- 只接受已添加标记 — 接口仅接受添加标签的帧。

- 只接受未添加标记 — 接口仅接受未添加标签的帧和优先级帧。

• 入站过滤 — （“一般”模式下可用） 勾选 “启用”，启用入站过滤功能。如果

对接口启用了入站过滤功能，当传入帧所属的 VLAN 不包括该接口时，接口会

丢弃这些传入帧。入站过滤功能可以在 “一般”端口上禁用或启用，而该功能

在 “接入”端口和 “中继”端口上始终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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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联端口 — 勾选 “启用”，启用上联端口功能。

• TPID — 输入此接口的标签协议识别符。TPID 只有当接口启用了上联端口功能

时才生效。

步骤  5 单击 “应用”，定义接口的 VLAN 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 VLAN 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然后单击 “复制

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端口到 VLAN

使用 “端口到 VLAN”页面可查看和设置特定 VLAN 内的所有端口。

将端口或 LAG 映射到 VLAN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VLAN 管理” > “端口到 VLAN”。打开 “端口到 VLAN”页面。

步骤  2 在 “过滤器”区域分别选择一个 VLAN 和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并单击 “确

定”。

每个端口或 LAG 的端口模式均显示为在 “接口设置”页面所设定的端口模式：“接

入”、“中继”或 “一般”。

步骤  3 选择以下选项，可更改接口对 VLAN 的注册：

• 已禁止 — 不允许接口加入 VLAN（即使通过 GVRP 注册也不行）。如果端口不

是任何其他 VLAN 的成员，在端口上启用该选项会使该端口成为内部 

VLAN4095 （保留的丢弃 VLAN）的成员。

• 已排除 — 接口目前不是 VLAN 的成员。这是所有端口和 LAG 的默认选项。端

口可以通过 GVRP 注册加入 VLAN。

• 已添加标记 — 接口是 VLAN 的已添加标签成员。会将添加了标签的 VLAN 帧发

送到接口 VLAN。

• 未添加标记 — 接口为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会将未添加标签的 VLAN 帧发

送到接口 VLAN。

• PVID — 选择该选项会将接口的 PVID 设置为 VLAN 的 VID。 PVID 是一个针对

端口的设置。只能为 “一般”模式的端口配置 PVID。

步骤  4 单击 “应用”，将端口分配给 VLAN，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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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单击“端口 VLAN 成员关系表”，打开“端口 VLAN 成员关系”页面并查看和设定端

口和 VLAN 的成员关系。

设置 VLAN 成员关系

使用 “端口 VLAN 成员关系”页面可查看端口的 VLAN 成员关系，或向 VLAN 添加

成员端口或从 VLAN 删除成员端口。

如果对端口禁止默认 VLAN 成员关系，该端口将不能成为任何其他 VLAN 的成员。将

为该端口分配 4095 作为其内部 VID。

要正确转发数据包，必须手动配置沿终端节点间的路径传输 VLAN 流量的可识别 

VLAN 的中间设备，或者这些设备必须通过 GVRP 动态获取 VLAN 及其端口成员关

系。

在两个可识别 VLAN 的设备 （没有可识别 VLAN 的设备介于两者之间）之间的未添加

标签的端口成员关系应该属于同一 VLAN。换言之，如果这两个设备之间的端口向 

VLAN 发送未添加标签的数据包或从 VLAN 接收未添加标签的数据包，则端口上的 

PVID 必须相同。否则，流量可能会从一个 VLAN 泄露到另一个 VLAN。

添加了 VLAN 标签的帧可以通过可识别 VLAN 或无法识别 VLAN 的网络互联设备传

输。如果目标终端节点可识别 VLAN，但将从 VLAN 接收流量，则上一个可识别 

VLAN 的设备 （如果存在）必须将目标 VLAN 的帧发送到未添加标签的终端节点。即

连接终端节点的出站端口必须为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

查看端口的 VLAN 成员关系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VLAN 管理” > “端口 VLAN 成员关系”。打开“端口 VLAN 成员关系”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 “确定”。

此页面将显示端口或 LAG 的 VLAN 成员关系：

• 接口 — 显示端口号。

• 模式 — 显示在 “接口设置”页面中所定义的端口模式。

• 配置 VLANs — 显示此端口可能为其成员的 VLAN 列表。

• 运行 VLAN — 显示此端口当前为其成员的运行 VLAN 列表。

• LAG — 如果接口类型为 “端口”，此字段显示此端口所属的 LAG。

步骤  3 选择一个端口，单击 “加入 VLAN”，将此端口设为 VLAN 的一个成员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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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如需查看端口 VLAN 成员关系的详细信息，单击 “详情”。

设置 GVRP

可识别 VLAN 的相邻设备可使用通用 VLAN 注册协议 （GVRP） 来互相交换 VLAN 信

息。 GVRP 以通用属性注册协议 （GARP） 为基础，并通过桥接网络传递 VLAN 信

息。

由于 GVRP 需要支持添加标签，因此必须在 “中继”模式下配置端口。

当端口使用 GVRP 加入 VLAN 时，会将该端口作为动态成员添加到 VLAN 中。如果 

VLAN 不存在，则会在为该端口启用动态 VLAN 创建时动态创建 VLAN。

必须在全局和在每个端口上分别激活 GVRP。激活 GVRP 后， GARP 会传输和接收 

GARP 数据包数据单位 （GPDU）。不会传递已定义但未激活的 VLAN。要传递 

VLAN，它必须至少在一个端口上为活动状态。

为接口定义 GVRP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VLAN 管理” > “GVRP 设置”。打开 “GVRP 设置”页面。

步骤  2 在 “GVRP 全局状态”区域，勾选 “启用”，全局启用 GVRP。

步骤  3 单击 “应用”。

步骤  4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 “确定”。

步骤  5 要编辑某一端口的 GVRP 设置，请选择该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GVRP
设置”页面。

步骤  6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编辑的端口 （端口或 LAG）。

• GVRP 状态 — 勾选 “启用”，在该端口上启用 GVRP。端口使用 GVRP 进行

VLAN 注册的模式为普通模式 （Normal）。

• 动态 VLAN 创建 — 勾选 “启用”，在该端口上启用动态 VLAN 创建。

• GVRP 注册 — 选择在该端口上使用 GVRP 进行的 VLAN 注册的模式。

步骤  7 单击 “应用”，修改端口的 GVRP 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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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 GVRP 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并单击 “复制设

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语音 VLAN

语音 VLAN 用于将来自 VoIP 设备或电话的流量分配给特定 VLAN。交换机可自动检测

端口成员并将其添加到语音 VLAN，并将配置的 QoS 分配给来自语音 VLAN 的数据

包。

动态语音 VLAN 模式

交换机支持 2 种动态语音模式：电话 OUI （Organization Unique Identifier）模式和

自动语音 VLAN 模式。这两种模式将影响如何设置语音 VLAN 以及 / 或语音 VLAN 端

口成员关系。这两种模式相互之间完全互斥。

• 电话OUI — 电话OUI模式下，语音VLAN必须为手动创建的VLAN，不能设为默

认 VLAN。当交换机处于电话 OUI 模式下且一个端口被手动添加到语音 VLAN
的候选端口，当端口接收到源 MAC 地址与电话 OUI 设置的相匹配的数据包

时，交换机动态地将此端口添加到语音 VLAN。一个 OUI 是一个以太网 MAC
地址的前三个字节。如需连接关于电话 OUI 的更多信息，详见 “设置电话

OUI”。

• 自动语音VLAN — 自动语音VLAN模式下，语音VLAN可以为默认VLAN或手动

创建的 VLAN。

与电话 OUI 模式基于电话 OUI 检测语音设备不同的是，自动语音 VLAN 模式

动态地将端口添加到语音 VLAN。

语音 VLAN 限制

语音 VLAN 存在以下限制：

• 只支持一个语音 VLAN。

• 定义为语音 VLAN 的 VLAN 无法删除。

电话 OUI 存在以下限制：

• 语音 VLAN 不能是 VLAN1（默认 VLAN）。语音 VLAN 必须是手动创建的静态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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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在当前的语音 VLAN 没有候选端口时， 才能将一个新的 VLAN ID 指定为语音 

VLAN。

• 如果语音 VLAN 模式为电话 OUI，则语音 VLAN 不能为访客 VLAN。

• 候选端口的接口 VLAN 必须处于 “一般”模式或 “中继”模式下。

• 语音 VLAN QoS 决策的优先级高于任何其他 QoS 决策（QoS 策略和 ACL QoS 
决策除外）。

• 语音 VLAN QoS 将应用于已加入语音 VLAN 的候选端口以及静态端口。

语音 VLAN 工作流程

如需使用语音 VLAN 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属性”页面设置作为语音 VLAN 的 VLAN、以及语音 VLAN 模式和语音

VLAN 服务等级。选择重新标记后，交换机会在出站处更改数据包的 802.1p 优

先级。详见 “设置语音 VLAN 属性”。

• 使用 多 16 个条目 （每个条目是一个由三个八进制数组成的数字）配置和更

新电话 OUI 表。交换机将使用该表确定端口是否启用了自动语音 VLAN 成员关

系并将加入语音 VLAN。详见 “设置电话 OUI”。

• 定义每个端口的电话 OUI 设置。详见 “设置电话 OUI 接口”。

设置语音 VLAN 属性

使用 “属性”页面，通过配置以下内容来全局配置语音 VLAN 功能：

• 语音 VLAN 的 VLAN ID

• 流量收到的流量类别

• 动态语音 VLAN 模式

配置语音 VLAN 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VLAN 管理” > “语音 VLAN” > “属性”。打开 “属性”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语音 VLAN ID — 选择要作为语音 VLAN 的 VLAN。

• CoS/802.1p — 选择该选项可为在语音 VLAN 上收到的未添加标签的数据包添

加一个 CoS 等级。可能的值为 0 到 7，其中 7 表示 高优先级。 0 被用作尽力

服务。在未设置任何其他值 （默认设置）的情况下，会自动调用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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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CP — 选择 DSCP 值。默认为 46。

• 动态语音 VLAN — 选择动态语音 VLAN 的工作模式：

- 启用自动语音 VLAN — 选择此选项，启用自动语音 VLAN 功能。

- 启用电话 OUI — 选择此选项，启用电话 OUI 功能。

- 禁用 — 选择此选项，禁用动态语音 VLAN 功能。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语音 VLAN 属性，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电话 OUI

组织唯一标识符 （OUI） 是由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orporated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IEEE）注册机构分配的。由于 IP 电话制造商数

量有限且被熟知，因此已知的 OUI 值会导致将相关帧以及在其上发现这些帧的端口自

动分配给语音 VLAN。

电话 OUI 表 多可包含 16 个 OUI。使用 “电话 OUI”页面可查看和设置 OUI。

设置电话 OUI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VLAN 管理” > “语音 VLAN” > “电话 OUI”。打开 “电话 OUI”页面。

步骤  2 设定电话 OUI 的全局参数：

• 电话 OUI 运行状态 — 显示电话 OUI 功能是否启用，以识别语音流量。

• CoS/802.1p — 选择分配给语音流量的 CoS 优先级。

• 重新标记 CoS/802.1p — 勾选此选项重新标记入站流量的 CoS 优先级。

• 自动成员关系过期时间 — 当所有端口检测到的所有电话的MAC地址都过期时，

输入将端口从语音 VLAN 上移除的延迟时间。

步骤  3 单击 “应用”。

步骤  4 “电话 OUI 表” 多可包含 16 个 OUI。单击 “添加”，手动添加电话 OUI。打开

“添加电话 OUI”页面。

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电话 OUI — 输入新的 OUI。通常为 OUI 保留的 MAC 地址的前六位。

• 说明 — 输入 OUI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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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单击 “应用”，添加电话 OUI，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7 单击 “恢复默认 OUI”可删除所有用户创建的 OUI，而仅保留默认的 OUI。

设置电话 OUI 接口

使用 “电话 OUI 接口”页面可根据 OUI ID 将一个端口分配给语音 VLAN，并设置语

音 VLAN 的 QoS 模式。

设置电话 OUI 接口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VLAN 管理” > “语音 VLAN” > “电话 OUI 接口”。打开“电话 OUI 接口”

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 “确定”。

步骤  3 如需将一个端口设置为基于电话 OUI 的语音 VLAN 的候选端口，选择一个端口，然后

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电话 OUI 接口”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一个端口。

• 状态 — 勾选“启用”，此端口将作为电话 OUI 语音 VLAN 的一个候选端口。当

数据包匹配设定的电话 OUI 接收的一个数据包时，此端口被添加到语音

VLAN。

• 端口模式 — 选择端口模式：自动或手动。

- 自动— IP电话设备上带入的VLAN标签是语音VLAN，此端口可自动添加到

语音 VLAN 的标签里。

- 手动— IP电话上带入的未添加VLAN标签的流量，需手动将端口的PVID改为

语音 VLAN。

• 语音 VLAN QoS 模式 — QoS 属性可按照以下方法分配给语音数据包：

- 全部MAC地址— 分配给语音VLAN的QoS值可应用到端口接收的并且归类

到语音 VLAN 的所有传入帧。 QoS 属性可应用到所有归类到语音 VLAN 的

传入帧。

- 语音源— 分配给语音VLAN的QoS值可应用到归类到语音VLAN并且匹配设

定的电话 OUI 的源 MAC 地址中包含一个 OUI 的任意传入帧。 QoS 属性仅

应用到来自于 IP 电话的数据包。

步骤  5 单击 “应用”，设置电话 OUI 接口，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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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电话 OUI 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并单击 “复制设

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灵活 QinQ

使用 “灵活 QinQ”页面可设定数据包带有 QinQ 功能，并自行定义优先级以及标签。

设置灵活 QinQ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VLAN 管理” > “灵活 QinQ”。打开 “灵活 QinQ”页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端口，单击 “确定”。

步骤  3 如需为所选端口添加灵活 QinQ，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灵活 QinQ”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显示所选端口。

• 序号 — 输入序号。

• MAC 地址 — 选择“任意”选项任意选择 MAC 地址；或选择“用户定义”手动

输入 MAC 地址。

- MAC 地址值 — 输入 MAC 地址。

- 通配符掩码 — 输入 MAC 地址的通配符掩码。0 表示匹配，1 表示不匹配。

• C-VID — 选择 “任意”选项任意选择一个 VLAN 作为内层标签的 VLAN
（CVLAN）；或选择 “用户定义”并在 “源 VLAN 范围”字段内手动输入作

为 CVLAN 的 VLAN 范围。

• C-CoS — 选择“任意”选项任意选择 CVLAN 的 CoS 优先级值；或选择“用户

自定义”并在 “802.1p 值”字段内手动输入 CVLAN 的 CoS 优先级值。

• C-EtherType — 选择“任意”选项任意定义 VLAN 标签中的以太网类型值；或

选择 “用户定义”并在 “以太网类型”字段内手动输入 VLAN 标签中的以太

网类型值。

• 操作 — 分别设定外层 VLAN 标签 （SVLAN）的 VLAN ID 和优先级。

- SVLAN-ID — 输入作为 SVLAN 的 VLAN ID。

- 队列 — 输入 SVLAN 的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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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单击 “应用”，添加灵活 QinQ，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VLAN 映射

使用 “VLAN 映射”页面可将来源 VLAN 利用镜像处理成新的 VLAN 并且转发。

设置 VLAN 映射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VLAN 管理” > “VLAN 映射”。打开 “VLAN 映射”页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端口，单击 “确定”。

步骤  3 单击 “添加”，添加 VLAN 映射规则。打开 “添加 VLAN 映射”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源端口 — 显示所选端口。

• 映射类型 — 选择多对一翻译（N:1）或者 1 对 1 翻译（1:1）。如果选择 1 对 1 翻

译 （1:1），在此处输入要翻译的 VLAN。

• 源 VLAN 范围 — 如果选择多对一翻译（N:1），在此字段设定要翻译的 VLAN 范

围。

• 转换后 VLAN — 在此字段设定镜像后要转换的新 VLAN。

步骤  5 单击 “应用”，设定 VLAN 映射，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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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基于协议的 VLAN

基于协议的 VLAN （Protocol VLAN）技术是基于报文协议类型的 VLAN 分类技术。

通过配置基于协议的 VLAN，交换机可以分析端口上收到的不带 VLAN 标签的报文，

根据不同的封装格式及特殊字段的数值将报文与用户设定的协议模板相匹配，自动为

匹配成功的报文添加相应的 VLAN 标签，实现将属于指定协议的数据自动分发到相应

的 VLAN 中传输。

设置基于协议的 VLAN 组

使用 “组设置”页面可以将某个协议类型和帧类型映射到一个 VLAN 组里。

设置协议 VLAN 组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VLAN 管理” > “基于协议的 VLAN” > “组设置”。打开 “组设置”页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基于协议的 VLAN 组。打开 “添加组设置”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组 ID — 输入基于协议的 VLAN 组的编号。

• 帧类型 — 选择报文类型。

• 协议值 — 输入协议值。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定基于协议的 VLAN 组，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定义协议 VLAN 端口设置

使用 “端口设置”页面可以将一个基于协议的 VLAN 组应用到某个端口并设置相应的

协议 VLAN 和优先级等信息。

定义基于协议的 VLAN 端口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VLAN 管理” > “基于协议的 VLAN” > “端口设置”。打开 “端口设置”页

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

步骤  3 如需编辑端口的基于协议的 VLAN 设置，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

辑端口设置”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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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 — 选择要设定的端口类型和相应端口。

• 组 ID — 选择一个基于协议的 VLAN 组，将其应用到所选端口。

• VLAN ID — 选择协议数据包要在 VLAN 标签中添加的 VLAN ID。

• 802.1p 优先级 — 选择协议数据包要在 VLAN 标签中添加的优先级值。

步骤  5 单击 “应用”，定义端口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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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生成树协议

默认情况下，系统会启用生成树协议 （STP）（IEEE802.1D 和 IEEE802.1Q），并将其

设置为 传统 STP 模式。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生成树协议 （STP）功能，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 STP 模式

• 定义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

• 定义 STP 接口设置

• 定义 RSTP 接口设置

• 设置 MSTP 属性

• VLAN 映射到 MSTP 实例

• 设置 MSTP 实例

• 设置 MSTP 接口配置

STP 模式

当主机之间存在备用路由时，产生环路。扩展网络中的环路可导致第 2 层交换机无限

制转发流量，从而造成流量增加、网络效率降低。

STP 提供了一种树状拓扑，该拓扑可在网络上的终端工作站之间创建唯一的路径，从

而消除环路，其适用于任意部署的第 2 层交换机和互联链路。

交换机支持以下生成树协议版本：

• Classic STP（传统 STP）— 可在任意两个终端工作站之间提供单条路径，从

而避免和消除环路。

• RSTP （Rapic STP，快速 STP） — RSTP 会检测网络拓扑，以提供更快的生

成树聚合。本协议在网络拓扑本身为树状结构，从而可以实现快速聚合的情况

下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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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传统 STP 能保证防止一般网络拓扑中的第 2 层转发环路，但在聚合之前，

可能会存在相当长的延迟。这表示网络中的每个网桥或交换机都需要决定在每

个端口上是否应主动转发流量。

• MSTP（Multiple STP，多实例 STP） — MSTP 会检测第 2 层环路，并尝试通

过阻止所涉及的端口传输流量来缓解环路造成的影响。由于在每个第 2 层域上

都存在环路，会发生 VLAN A 中存在环路，而 VLAN B 中没有环路的情况。如

果两个 VLAN 都在端口 X 上，而 STP 为缓解环路造成的影响，将会停止整个

端口上的流量传输，包括 VLAN B 流量，而实际上无需停止 VLAN B 上的流

量。

MSTP 将通过启用多个 STP 实例来解决此问题，以便可以分别在每个实例中检

测环路及缓解环路造成的影响。通过将实例与 VLAN 相关联，每个实例都将与

要在其上执行环路检测和缓解的第 2 层域关联。这样可实现在一个实例中停止

一个端口，例如停止造成环路的 VLAN A 中的流量，而其他不存在环路的域

（例如 VLAN B）中的流量可以保持传输。

MSTP 提供分配给任何 VLAN 的数据包的全连通性。 MSTP 以 RSTP 为基础。

此外， MSTP 还可以通过不同的 MSTP 区域传输分配给各个 VLAN 的数据包。

MSTP 区域可作为单个网桥。

定义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

使用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页面可启用生成树协议功能，选择生成树协议版本以及

其他全局设置。

定义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生成树” >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打开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页面。

步骤  2 在 “全局设置”区域，设定以下参数：

• 生成树状态 — 在交换机上启用或禁用 STP。

• STP 运行模式 — 选择一种 STP 模式。有关 STP 模式的详细说明，请参考

“STP 模式”。

• BPDU 处理 — 选择在交换机上禁用 STP 时如何管理 BPDU 数据包。BPDU 用于

传输生成树信息。

- 过滤 — 禁用生成树时，过滤 BPDU 数据包。

- 泛洪 — （LAN 有意识泛洪）禁用生成树时，转发 BPDU 数据包。

• 路径成本计算方法 — 选择计算路径成本的方法：长或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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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 “网桥设置”区域，设定以下参数：

• 优先级 — 设置网桥优先级值。交换 BPDU 后，优先级 低的设备将成为根网

桥。如果所有网桥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将使用它们的 MAC 地址来确定根网桥。

网桥优先级值的增量为 4096。

• Hello 间隔 — 设置根网桥在配置消息之间等待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 老化时间 — 设置交换机在尝试重新定义其自身配置之前，可用来等待接收配置

消息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 转发延迟 — 设置网桥在转发数据包之前保持为获取状态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

位。更多信息，请参阅 “定义 STP 接口设置”。

步骤  4 在 “状态”区域，可查看以下信息：

• 网桥 ID — 网桥优先级与交换机的 MAC 地址串联在一起。

• 根网桥 ID — 根网桥优先级与根网桥的 MAC 地址串联在一起。

• 根端口 — 可提供从该网桥到根网桥的 低成本路径的端口。这在网桥不为根网

桥的情况下效果很显著。

• 根路径成本 — 从该网桥到根网桥的路径成本。

• 拓扑更改总数 — 已发生的 STP 拓扑更改总数。

• 新拓扑更改 — 自上次拓扑更改发生以来经过的时间间隔。

步骤  5 单击 “应用”，设定 STP 全局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定义 STP 接口设置

使用 “STP 接口设置”页面可针对每个端口配置 STP 以及查看该协议获取的信息，

例如指定的网桥。在本页面上输入的配置对于任何模式的 STP 协议均有效。

在接口上配置 STP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生成树” > “STP 接口设置”。打开 “STP 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

步骤  3 选择一个端口并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STP 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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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 —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 STP 的端口或 LAG。

• 边缘端口 — 在端口上启用或禁用快速链路。如果针对端口启用了快速链路模

式，则当端口链路连接时，系统会自动将端口状态置于转发状态。快速链路会

优化 STP 协议聚合。选项如下：

- 启用 — 立即启用快速链路。

- 禁用 — 禁用快速链路。

• BPDU防护 — 当由于BPDU防护功能导致端口进入err-disable状态时，启用此

选项会进行自动恢复。

• BPDU 过滤 — 当启用 STP 时，启用此选项过滤 BPDU 数据包。

• 路径成本 — 选择 “用户定义”手动设置端口产生的根路径成本，或选择 “使

用默认设置”使用系统生成的默认路径成本。

• 优先级 — 设置端口的优先级值。如果网桥在一个环路中连接了两个端口，则优

先级值会影响端口选择。优先级是从 0 到 240 的值，设置增量为 16。

• 端口状态 — 显示端口的目前 STP 状态。

- 已禁用 — 目前在端口上禁用 STP。端口在获取 MAC 地址的同时转发流量。

- 阻塞 — 端口目前被阻塞，无法转发流量 （BPDU 数据除外）或获取 MAC 
地址。

- 监听 — 端口处于监听模式。端口无法转发流量，也无法获取 MAC 地址。

- 学习 — 端口处于学习模式。端口无法转发流量，但能够获取新的 MAC 地

址。

- 转发 — 端口处于转发模式。端口可以转发流量及获取新的 MAC 地址。

• Designated Bridge ID — 显示指定网桥的网桥优先级和 MAC 地址。

• Designated Port ID — 显示所选端口的优先级和接口。

• Designated Cost — 显示加入 STP 拓扑的端口的成本。如果 STP 检测到环

路，则成本越低的端口越不容易被阻塞。

步骤  5 单击 “应用”，定义 STP 接口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 STP 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然后单击 “复制设

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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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RSTP 接口设置

快速生成树协议 （RSTP） 会检测和使用可实现 RSTP 聚合而不会创建转发环路的网

络拓扑。

使用 “RSTP 接口设置”页面可针对每个端口配置 RSTP。如果将全局 STP 模式设置

为 RSTP 或 MSTP，则在此页面上完成的任何配置均有效。

定义接口的 RSTP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生成树” >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打开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页面。

步骤  2 将 STP 运行模式设为 RSTP。

步骤  3 单击 “生成树” > “RSTP 接口设置”。打开 “RSTP 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4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

步骤  5 如果使用 STP 发现了链路伙伴，单击 “激活协议迁移”运行协议迁移测试。这可以

确定使用 STP 的链路伙伴是否仍然存在，并且如果存在，可确定该链路伙伴是否已迁

移到 RSTP 或 MSTP。如果其仍作为 STP 链路存在，则设备将继续使用 STP 与其进

行通信。或者，如果它已经迁移到 RSTP 或 MSTP，设备将相应地使用 RSTP 或

MSTP 与其进行通信。

注 仅在选择连接至所测试的网桥伙伴的端口之后，“激活协议迁移”按钮才可用。

步骤  6 选择一个接口，并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RSTP 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7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配置 RSTP 的端口或 LAG。

• 链路类型管理状态 — 选择以下管理状态选项：

- 点到点 — 定义点到点的链路状态。定义为全双工的端口会被视为点到点端

口链路。如果启用了此功能，该端口便是一个 RSTP 边缘端口，它可以迅速

地进入转发模式 （通常在 2 秒以内）。

- 共享 — 端口链路类型为共享。定义为半双工的端口会被视为共享链路。

- 自动 — 使用 RSTP BPDU 自动确定交换机状态。

• 链路类型运行状态 — 显示当前的链路类型工作状态。

• 角色 — 显示由 RSTP 指定的端口角色，以提供 STP 路径。可能的角色有：

- 根 — 将数据包转发给根网桥的 低成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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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 — 网桥通过其连接至 LAN 的接口，可提供从 LAN 到根网桥的 低成

本路径。

- 替换 — 提供从根接口到根网桥的备用路径。

- 备份 — 提供指向生成树叶节点的指定端口路径的备份路径。如果一个环路

中的两个端口通过一条点到点链路进行连接，则会出现备份端口。如果 

LAN 具有两条或更多条至一个共享网段的连接，也会出现备份端口。

- 已禁用 — 端口不会加入生成树。

• 边缘端口运行状态 — 显示接口上的边缘端口模式状态。

- 启用 — 启用快速链路。

- 禁用 — 禁用快速链路。

- 自动 — 在接口开始活动后的几秒内启用快速链路模式。

• 端口状态 — 显示特定端口上的 RSTP 状态。

- 已禁用 — 目前在端口上禁用 STP。

- 阻塞 — 端口目前被阻塞，其无法转发流量或获取 MAC 地址。

- 学习 — 端口处于学习模式。端口无法转发流量，但能够获取新的 MAC 地

址。

- 转发 — 端口处于转发模式。端口可以转发流量及获取新的 MAC 地址。

步骤  8 单击 “应用”，定义接口的 RSTP 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9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 RSTP 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然后单击 “复制设

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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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MSTP 属性

MSTP （多实例生成树协议） 可提供针对各种负载平衡情形的解决方案。例如，如果

在一个 STP 实例中端口 A 被阻塞，在另一个 STP 实例中，可以将该端口置于转发状

态。“MSTP 属性”页面包含用于定义全局 MSTP 的信息。

全局 MSTP 会为每个 VLAN 组配置一个单独的生成树，并在每个生成树内保留一条备

用路径，所有其他可能的路径全部阻塞。 MSTP 允许构建可以运行多 MSTP 实例

（MSTI） 的 MSTP 区域。多个区域和其他 STP 网桥使用一个公共生成树 （CST）进

行互联。

MSTP 与 RSTP 网桥完全兼容，原因是 RSTP 网桥可以将 MSTP BPDU 解译为 RSTP 

BPDU。这不仅可实现在不更改配置的情况下与 RSTP 网桥兼容，还会导致 MSTP 区

域之外的所有 RSTP 网桥将该区域视为一个 RSTP 网桥，而不管在该区域内存在多少

个 MSTP 网桥。

对于将在同一个 MST 区域内的两台或更多台交换机，它们必须具有相同的 VLAN 到 

MSTP 实例映射、相同的配置修订编号以及相同的区域名称。此映射可以在 “VLAN
映射到 MSTP 实例”页面中完成。如果系统 STP 模式为 MSTP，该页面上的配置便

会生效。

将在同一个 MSTP 区域内的交换机永远不会被另一个 MSTP 区域内的交换机分开。如

果它们被分开，该区域将成为两个独立的区域。

设置 MSTP 属性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生成树” >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打开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页面。

步骤  2 将 STP 运行模式设为 MSTP。

步骤  3 单击 “生成树” > “MSTP 属性”页面。打开 “MSTP 属性”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区域名称 — 输入 MSTP 区域名称。

• 修订版本 — 输入用来标识目前 MSTP 配置的修订版本。

• 大跳数 — 设置丢弃 BPDU 之前特定区域内可发生的跃点总数。丢弃 BPDU 
后，端口信息即过期。

步骤  5 单击 “应用”，设置 MSTP 属性，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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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映射到 MSTP 实例

使用 “VLAN 映射到 MSTP 实例”页面可将每个 VLAN 映射到一个 MSTP 实例

（MSTI）。对于要在同一区域中的设备，它们必须具有相同的 VLAN 到 MSTI 映射。

注 同一个 MSTI 可以与多个 VLAN 之间进行映射，但每个 VLAN 只能有一个 MSTP 实例

与之连接。

交换机 多可定义 10 个 MSTP 实例。对于那些未明确映射到某个 MSTP 实例的 

VLAN，交换机会自动将其映射到 CIST （核心内部生成树）实例。 CIST 实例为

MSTP 实例 0。

将 VLAN 映射到 MSTP 实例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生成树” > “VLAN 映射到 MSTP 实例”。打开“VLAN 映射到 MSTP 实例”

页面。

步骤  2 要将 VLAN 添加到 MSTP 实例，请选择 MSTP 实例并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VLAN 映射到 MSTP 实例”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MSTP 实例 ID — 选择 一个 MSTP 实例。

• VLANs — 定义将映射到该 MSTP 实例的 VLAN。

• 操作 — 选择“添加”，将指定的 VLAN 映射到该 MSTP 实例。选择“移除”，

将从该实例删除指定的 VLAN。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置 VLAN 映射到 MSTP 实例，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MSTP 实例

使用 “MSTP 实例设置”页面可配置和查看每个 MSTP 实例的参数。

设置 MSTP 实例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生成树” > “MSTP 实例设置”。打开 “MSTP 实例设置”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实例 ID — 选择要显示和定义的 MSTP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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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的 VLAN — 显示映射到所选实例的 VLAN。默认为将所有 VLAN 映射到公

共内部生成树 （CIST） 实例 （实例 0）。

• 网桥优先级 — 为所选 MSTP 实例设置网桥优先级。

• Designated Root Bridge ID — 显示 MSTP 实例的根网桥的优先级和 MAC 地

址。

• 根端口 — 显示所选实例的根端口。

• 根路径成本 — 显示所选实例的根路径成本。

• 网桥 ID — 显示所选实例的此交换机的网桥优先级和 MAC 地址。

• 剩余跳数 — 显示保留到下个目标的跃点数。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 MSTP 实例，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MSTP 接口配置

使用 “MSTP 接口设置”页面可定义端口的 MSTP 实例设置，以及查看协议目前已获

取到的信息，例如每个 MSTP 实例的指定网桥。

定义端口的 MSTP 实例配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生成树” > “MSTP 接口设置”。打开 “MSTP 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要设置的 MSTP 实例和接口类型 （端口和 LAG），然后单击 “确定”。

步骤  3 选择一个端口，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MSTP 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实例 ID — 选择要配置的 MSTP 实例。

• 接口 — 选择要为其定义 MSTP 实例的接口类型和端口。

• 接口优先级 — 为指定的端口选择 MSTP 实例的优先级。

• 路径成本 — 设置端口产生的根路径成本。选择 “使用默认设置”使用默认值

或选择 “用户定义”手动输入根路径成本。根路径成本是交换机至指定 MSTP
实例的根网桥的成本。

• 端口状态 — 显示特定 MSTP 实例上的特定端口的 MSTP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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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用 — STP 目前被禁用。

- 阻塞 — 该实例上的端口目前被阻塞，无法转发流量 （BPDU 数据除外）或

获取 MAC 地址。

- 监听 — 该实例上的端口处于监听模式。端口无法转发流量，也无法获取 

MAC 地址。

- 获取 — 该实例上的端口处于获取模式。端口无法转发流量，但能够获取新

的 MAC 地址。

- 转发 — 该实例上的端口处于转发模式。端口可以转发流量及获取新的 MAC 
地址。

• 端口角色 — 显示每个实例的每个端口或 LAG 的端口或 LAG 角色 （由 MSTP 
算法指定以提供 STP 路径）：

- Master — master 端口是指连接到 mst 域到总根的端口，位于整个域到总根

的 短路径上。

- 根 — 通过此接口转发数据包可提供将数据包转发给根设备的 低成本路

径。

- 指定 — 网桥通过其连接至 LAN的接口，可提供从 LAN 到 MSTP 实例的根网

桥的 低根路径成本。

- 替换 — 该接口提供从根接口到根设备的备用路径。

- 备份 — 该接口提供指向生成树叶节点的指定端口路径的备份路径。如果一

个环路中的两个端口通过一条点到点链路进行连接，则会出现备份端口。如

果 LAN 具有两条或更多条至一个共享网段的连接，也会出现备份端口。

- 已禁用 — 接口不会加入生成树。

• 模式 — 显示目前的生成树模式。

- STP — 在端口上启用 Classic STP。

- RSTP — 在端口上启用 RSTP。

- MSTP — 在端口上启用 MSTP。

• 类型 — 显示端口的 MSTP 类型。

- Boundary — 边缘端口可将 MSTP 网桥连接至边缘区域中的 LAN。如果端口

为边缘端口，它还会指出链路另一端的设备是在 RSTP 还是 STP 模式下工

作。

- Internal — 端口为内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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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ated Bridge ID — 显示将链路或共享 LAN 连接到根的网桥 ID 号。

• Designated Port ID — 显示指定网桥上将链路或共享 LAN 连接到根的端口 ID 
号。

• 剩余跳数 — 显示保留到下个目标的跃点。

步骤  5 单击 “应用”，定义端口的 MSTP 实例配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 MSTP 实例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并单击 “复制

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输入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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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MAC 地址表

MAC 地址与 VLAN 和端口信息一起存储在静态地址表或动态地址表中。静态地址由用

户在静态地址表中配置，并且不会过期。在到达交换机的数据包中看到的 MAC 地址

会列在动态地址表中一段时间。如果这段时间过去之后没有具有相同源 MAC 地址的

其他帧到达交换机，则会从动态地址表中删除该条目。

当帧到达交换机时，交换机会搜索与静态或动态地址表条目匹配的 MAC 地址。如果

找到匹配项，则会根据对地址表的搜索结果将此帧标记为通过特定端口输出。如果帧

的目标 MAC 地址不在这两个地址表中，则会将这些帧转发到相应 VLAN 上的所有端

口。这些帧叫做未知单播帧。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静态和动态 MAC 地址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设置静态 MAC 地址

• 设置静态 MAC 地址过滤

• 定义动态 MAC 地址设置

• 查询动态 MAC 地址

• 设置保留的 MAC 地址

设置静态 MAC 地址

可以将静态地址分配给交换机上的特定接口和 VLAN。这些地址与所分配的接口绑定

在一起。如果在其他接口看到静态地址，会将其忽略而不会写入地址表。

使用 “静态地址”页面可查看和创建静态 MAC 地址。

设置静态 MAC 地址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MAC 地址表” > “静态地址”。打开 “静态地址”页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静态 MAC 地址。打开 “添加静态地址”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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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N ID — 选择一个 VLAN。

• MAC 地址 — 输入 MAC 地址。此 MAC 地址被视为一个静态 MAC 地址，并分配

给指定的 VLAN 和接口。

• 接口 — 选择一个端口。

• 状态 — 选择静态 MAC 地址的处理方式。选项如下：

- 永久 — 该静态 MAC 地址在地址表中永不过期，如果将其保存在启动配置

中，重新启动后，该地址仍然存在。

- 重启即删除 — 该静态 MAC 地址在地址表中永不过期，重新启动后该地址

将被删除。

- 超时即删除 — 当该 MAC 地址过期时将其删除。

- 安全 — 当接口为传统锁定模式时，该 MAC 地址是安全的。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置静态 MAC 地址，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删除静态 MAC 地址，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设置静态 MAC 地址过滤

使用 “静态地址过滤”页面可设置静态 MAC 过滤规则，使特定的静态 MAC 地址不

会进入交换机的特定 VLAN。

设置静态 MAC 地址过滤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MAC 地址表” > “静态地址过滤”。打开 “静态地址过滤”页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静态 MAC 地址过滤规则。打开 “添加静态地址过滤”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MAC 地址 — 输入接口的 MAC 地址。

• VLAN ID — 选择一个 VLAN。设定的静态 MAC 地址将不会进入此 VLAN。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置静态 MAC 地址过滤规则，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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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动态 MAC 地址设置

动态地址表包含通过监控进入交换机的流量的源地址而获得的 MAC 地址。如果在该

数据库中找到了入站流量的目标地址，则会将目标为该地址的数据包直接转发给相关

端口。否则，会将该流量转发到该帧对应的 VLAN 中的所有端口。

为了防止桥接表溢出并为新地址腾出空间，如果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没有从动态 MAC 
地址接收到任何流量，系统会将该地址从桥接表中删除。该时间段为过期间隔。

使用 “动态地址设置”页面可设置动态 MAC 地址表的过期间隔。

设置动态 MAC 地址的过期间隔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MAC 地址表” > “动态地址设置”。打开 “动态地址设置”页面。

步骤  2 在 “老化时间”字段中输入值。老化时间值介于用户配置的值与该值的两倍减 1 之

间。例如，如果输入 300 秒，则老化时间将介于 300 到 599 秒之间。

步骤  3 单击 “应用”，定义动态 MAC 地址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查询动态 MAC 地址

使用“动态地址”页面可根据接口类型、MAC 地址和 / 或 VLAN ID 来查询动态 MAC 
地址表中。此页面显示动态获取的 MAC 地址。您可以清除动态地址表中的动态 MAC
地址，然后指定查询标准以显示该表的子集，例如只显示在特定接口上获取的 MAC 
地址。

执行动态地址查询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MAC 地址表” > “动态地址”。打开 “动态地址”页面。

步骤  2 在 “过滤器”区域设定以下查询标准：

• VLAN ID 为 — 勾选此选项并输入要在地址表中查询的 VLAN ID。

• MAC 地址为 — 勾选此选项并输入要在地址表中查询的 MAC 地址。

• 接口为 — 勾选此选项并选择要在地址表中查询的端口类型和相应的端口。

步骤  3 单击 “确定”，将对动态 MAC 地址表进行查询并显示结果。

步骤  4 单击 “清除表”，清除动态 MAC 地址表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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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单击 “刷新”，刷新动态 MAC 地址表。

设置保留的 MAC 地址

如果交换机收到目标 MAC 地址在保留地址范围 （根据 IEEE 标准的规定）内的帧，可

以丢弃或桥接此帧。该配置可以通过保留 MAC 地址来设定。

使用 “保留的 MAC 地址”页面定义保留 MAC 地址设置。

设置保留的 MAC 地址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MAC 地址表” > “保留的 MAC 地址”。打开 “保留的 MAC 地址”页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一个保留的 MAC 地址。打开 “添加保留的 MAC 地址”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MAC 地址 — 选择要保留的 MAC 地址。

• 操作 — 选择对符合所选标准的到达数据包执行的操作：

- 处理 — 数据包到此交换机终止，处理或丢弃此数据包将视协议而定。

- 转发 — 将数据包转发给所有 VLAN 成员。

- 丢弃 — 删除数据包。

步骤  4 单击 “应用”，修改保留的 MAC 地址，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修改保留的 MAC 地址的设置，选择相应的条目然后单击 “编辑”。如需删除保

留的 MAC 地址，选择相应的条目然后单击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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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组播转发

组播转发实现了一对多的信息传递。组播应用对于将信息传递给多个客户端非常有

用，在这种情况下客户端不需要接收全部内容。类似于有线电视的服务是一种典型应

用，在这种情况下客户端可以加入传输中心的频道，并在结束之前离开。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组播转发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设置组播属性

• 设置 IP 组播组地址

• 设置 IP 组播组地址

• 设置 IGMP 侦听

• 设置 MLD 侦听

• 查询 IGMP/MLD IP 组播组

• 设置组播路由器端口

• 设置 “Forward All”

• 设置 大组播组

• 设置组播过滤

设置组播属性

使用 “属性”页面可全局启用 IGMP 侦听和 MLD 侦听功能，并设置组播转发方法。

设置组播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组播” > “属性”。打开 “属性”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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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MP 侦听 — 全局启用或禁用 IGMP 侦听。默认为启用。全局启用 IGMP 侦听，

监控网络流量的设备将决定哪些主机已请求接收组播流量。而交换机仅仅执行

IGMP 侦听。

• MLD 侦听 — 全局启用或禁用 MLD 侦听。默认为禁用。

• 未知的组播操作 — 选择如何处理未知组播数据包。

- 丢弃 — 丢弃未知组播数据包。

- 泛洪 — 将未知组播数据包泛洪出去。

- 转发到路由端口 — 将未知组播数据包传回到路由端口。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组播属性，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IP 组播组地址

使用 “IP 组播组地址”页面可查询通过侦听获取的 IP 组播组地址，或手动添加 IP 组

播组地址。

设置 IP 组播组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组播” > “IP 组播组地址”。打开 “IP 组播组地址”页面。

此页面显示通过侦听获取的所有 IP 组播组地址。

步骤  2 设定以下过滤条件：

• VLAN ID 为 — 勾选此选项并输入 IP 组播组所属的 VLAN ID。

• IP 版本为 — 勾选此选项并选择 IP 版本 （IPv6 或 IPv4）。

• IP 组播组地址为 — 勾选此选项并输入要查询的 IP 组播组的 IP 地址。

步骤  3 单击 “确定”。

“IP 组播组地址表”中将列出符合条件的 IP 组播组地址及其详细信息，包括 VLAN 

ID、 IP 组播组地址、源 IP 地址和成员端口。

步骤  4 如需手动添加 IP 组播组地址，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 IP 组播组地址”页面。

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VLAN ID — 选择一个 VLAN， 将此 IP 组播组添加到此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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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版本 — 选择 IP 地址类型：IPv4 或 IPv6。

• IP 组播组地址 — 输入 IP 组播组的 IP 地址。

步骤  6 在 “过滤器”区域，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可查看或设定端

口或 LAG 与 IP 组播组的成员关系。

• 静态 — 选择此按钮将此端口或 LAG 添加到 IP 组播组，作为一个静态成员端

口。

• 无 — 选择此按钮表示此端口或 LAG 当前不是 IP 组播组的一个成员。

步骤  7 单击 “应用”，添加 IP 组播组，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IGMP 侦听

要支持 IPv4 组播转发，必须在 “属性”页面全局启用 IGMP 侦听功能，并且使用

“IGMP 侦听”页面针对每个相关 VLAN 启用和设置 IGMP 侦听参数。

默认情况下，交换机会将组播帧转发到相关 VLAN 的所有端口，实质上似乎是将帧作

为广播进行处理。使用 IGMP 侦听，交换机会将组播帧转发到已注册组播客户端的端

口。

注 交换机仅在静态 VLAN 上支持 IGMP 侦听。它不支持动态 VLAN 上的 IGMP 侦听。

当全局启用 IGMP 侦听或在相应 VLAN 上启用 IGMP 侦听后，所有 IGMP 数据包都将

被转发至 CPU。 CPU 则会分析传入的数据包，然后确定以下信息：

• 哪些端口要求加入哪个 VLAN 上的哪些组播组。

• 哪些端口连接到了生成 IGMP 查询的组播路由器 （Mrouter）。

• 哪些端口正在接收 PIM、 DVMRP 或 IGMP 查询协议。

要求加入特定组播组的端口将发送 IGMP 报告来指定主机要加入的组。这将在组播转

发数据库中创建转发条目。

当没有组播路由器时， IGMP 侦听查询器将用于支持侦听交换机的第 2 层组播域。例

如，本地服务器提供了组播内容，但该网络上的路由器 （如果存在一个）不支持组

播。

则第 2 层组播域中应仅存在一个 IGMP 查询器。当域中存在多个 IGMP 查询器时，交

换机将支持基于标准的 IGMP 查询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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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MP 查询器活动的速度应与启用 IGMP 侦听的交换机保持一致。应以与侦听表过期

时间相一致的速度发送查询。如果发送查询的速度低于过期时间，则用户将无法接收

组播数据包。

设置 IGMP 侦听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组播” > “IGMP 侦听”。打开 “IGMP 侦听”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全局参数：

• IGMP 侦听版本 — 选择交换机使用的 IGMP 侦听版本：IGMPv2 或 IGMPv3。

• 报告抑制 — 勾选 “启用”，启用报告抑制功能。

步骤  3 单击 “确定”。

步骤  4 选择一个 VLAN，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IGMP 侦听”页面。

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VLAN ID — 选择要设置 IGMP 侦听的 VLAN。

• IGMP 侦听状态 — 勾选 “启用”，启用网络流量监控，以确定哪些主机已要求

接收组播流量。

注 在 VLAN 上启用 IGMP 侦听，必须在 “属性”页面全局 IGMP 侦听功

能。

• 组播路由端口自动学习 — 勾选 “启用”，启用自动获取组播路由器所连接的端

口。

• 查询健壮性 — 输入当此交换机是选择的查询器时要使用的健壮性变量值。

• 查询间隔 — 输入当此交换机是选择的查询器时要使用的普通查询的时间间隔。

• 查询 大响应间隔 — 输入用来计算插入定期普通查询的 大响应代码的延迟时

间。

• 后组成员查询计数值 — 输入交换机中假定不再存在组成员之前所发送的特定

于 IGMP 组的查询数 （如果该交换机是选择的查询器）。

• 后组成员查询周期 — 输入由所选查询器发送的 后成员查询间隔。

• 立即离开 — 勾选 “启用”，可减少当在成员端口上接收 IGMP 组离开消息时阻

止将组播流发送到该端口所花费的时间。

• IGMP 查询器状态 — 启用或禁用 IGMP 查询器。如启用此功能，交换机将成为

选择的查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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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MP 查询器版本 — 选择当交换机成为选择的查询器时使用的 IGMP 版本。如

果执行源特定 IP 组播转发的 VLAN 中存在交换机和 / 或组播路由器，则选择 

IGMPv3。

步骤  6 单击 “应用”，定义 VLAN 的 IGMP 侦听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MLD 侦听

要支持 IPv6 组播转发，必须在 “属性”页面全局启用 MLD 侦听，并且使用 “MLD
侦听”页面针对每个相关的 VLAN 启用和设置 MLD 侦听参数。

注 交换机仅在静态 VLAN 上支持 MLD 侦听。它不支持动态 VLAN 上的 MLD 侦听。

交换机使用此功能来构建组播成员关系列表。它使用这些列表来将组播数据包仅转发

到其中存在作为组播组成员的主机节点的交换机端口。交换机不支持 MLD 查询器。

主机使用 MLD 协议来报告组播会话中这些主机的参与情况。

设置 MLD 侦听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组播” > “ MLD 侦听”。打开 “ MLD 侦听”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MLD 侦听版本 — 选择交换机支持的 MLD 侦听版本：MLDv1 或 MLDv2。

- MLDv1 侦听检测 MLDv1 控制数据包，并根据 IPv6 目标组播地址设置流量

桥接。

- MLDv2 侦听使用 MLDv2 控制数据包，根据源 IPv6 地址和目标 IPv6 组播地

址转发流量。

- 实际的 MLD 版本由网络中的组播路由器选择。

• 报告抑制 — 勾选此选项，启用 IPv6 MLD 侦听 报告抑制功能。MLD 侦听报告抑

制等同于 IGMP 侦听报告抑制。当启用此功能时，接收到的 MLDv1 报告在每

一个报告转发时间内被转发到 IPv6 组播路由器信息一次。

步骤  3 单击 “应用”。

步骤  4 选择一个 VLAN，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MLD 侦听”页面。

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VLAN ID — 选择要设置 MLD 侦听功能的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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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LD 侦听 — 勾选“启用”，在 VLAN 上启用 MLD 侦听功能。交换机会监控网

络流量，以确定哪些主机已要求接收组播流量。

• 组播路由端口自动学习 — 勾选 “启用”，启用自动获取组播路由器端口功能。

• 查询健壮性 — 输入要使用的健壮性变量值 （如果该交换机无法从所选查询器

发送的消息获取此值）。

• 查询间隔 — 输入交换机要使用的查询间隔值 （如果该交换机无法从所选查询

器发送的消息获取此值）。

• 查询 大响应间隔 — 输入要使用的查询 大响应延迟时间 （如果交换机无法

从所选查询器发送的普通查询读取 大响应时间值）。

• 后组成员查询计数值 — 输入要使用的 后成员查询次数 （如果交换机无法

从所选查询器发送的消息获取此值）。

• 后组成员查询周期 — 输入要使用的 大响应延迟时间 （如果交换机无法从

所选查询器发送的特定于组的查询读取 大响应时间值）。

• 立即离开 — 勾选 “启用”，将减少用来阻止发送到交换机端口的多余 MLD 流

量的时间。

步骤  6 单击 “应用”，定义 VLAN 的 MLD 侦听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查询 IGMP/MLD IP 组播组

“IGMP/MLD IP 组播组”页面显示交换机从侦听的 IGMP/MLD 消息获取的 IPv4 和

IPv6 组地址。

查询 IGMP/MLD 侦听获取的 IP 组播组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组播” > “IGMP/MLD IP 组播组”。打开 “IGMP/MLD IP 组播组”页面。

步骤  2 如需过滤从侦听的 IGMP/MLD 消息获取的 IP 组播组地址，设定以下过滤条件：

• VLAN ID 为 — 勾选此选项，可按照设定的 VLAN 过滤侦听获取的 IP 组播组地

址。

• IP 版本为 — 勾选此选项，可按照选择的 IP 版本（IPv6 或 IPv4）过滤侦听获取

的 IP 组播组地址。

• IP组播组地址为 — 勾选此选项，可按照设定的 IP组播组地址过滤侦听获取的 IP
组播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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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 “确定”。

“IGMP/MLD IP 组播组表”中将列出符合条件的 IP 组播组地址及其详细信息，包括

组播流量的来源 VLAN、 IP 组播组地址、组播组地址中包含的端口、类型和老化时间

等。

设置组播路由器端口

组播路由器（Multicast Rrouter， Mrouter） 端口是连接至组播路由器的端口。当交换

机转发组播流和 IGMP/MLD 注册消息时，该交换机将包括组播路由器端口。为使所有

组播路由器都可以反过来将组播流转发到其他子网并将注册消息传递到其他子网，这

是必需的。

“组播路由器端口”页面可以静态配置或动态检测连接了哪些端口。

定义组播路由器端口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组播” > “组播路由器端口”。打开 “组播路由器端口”页面。

步骤  2 设置以下查询过滤条件：

• VLAN ID 为 — 选择组播流量的来源 VLAN。

• IP 版本为 — 选择组播路由器支持的 IP 版本。

• 接口类型为 — 选择端口或 LAG。

步骤  3 单击 “确定”。

步骤  4 为每个端口选择其关联类型。选项如下：

• 静态 — 将端口静态配置为组播路由器端口。

• 动态 — 通过MLD/IGMP查询将端口动态配置为组播路由器端口。要启用动态获

取组播路由器端口，请转至 “IGMP 侦听”页面和 “MLD 侦听”页面。

• 已禁止 — 不将此端口配置为组播路由器端口，即使此端口上接收 IGMP 或 MLD
查询。如果在此端口上启用 “自动监测组播路由器端口”，配置将失败。

• 无 — 端口当前不是组播路由器端口。

步骤  5 单击 “应用”，设置组播路由器端口，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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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Forward All”

使用“Forward All”页面可设置要从特定 VLAN 接收所有组播流的端口和 / 或 LAG。

如果连接到端口的设备不支持 IGMP 和 / 或 MLD，您可以将该端口静态设置为

“Forward All”端口。 IGMP 或 MLD 消息不会被转发到定义为 “Forward All”的端

口。

注 该配置仅会影响所选 VLAN 的成员端口。

设置 “Forward All”端口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组播” > “Forward All ”。打开 “Forward All”页面。

步骤  2 分别选择组播流量来自哪个 VLAN 和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 “确定”。

步骤  3 设置端口是否要接收来自指定 VLAN 的所有组播流：

• 静态 — 端口接收所有组播流。

• 已禁止 — 端口无法接收任何组播流，即使 IGMP/MLD 侦听已指定端口加入组播

组。

• 无 — 端口当前不是 “Forward All”端口。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置 Forward All 功能，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大组播组

使用 “ 大组播组”页面可设置每个接口允许的 大组播组，并设定当超过上限时采

取何种动作。

设置 大组播组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组播” > “ 大组播组 ”。打开 “ 大组播组”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

步骤  3 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大组播组”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并选择要限制组播组数量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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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MP 大组播组 — 设置允许的 大 IGMP 组播组。

• IGMP 超出操作 — 选择当达到上限时，选择拒绝或替换组播组。

• MLD 大组播组 — 设置允许的 大 MLD 组播组。

• MLD 超出操作 — 选择当达到上限时，选择拒绝或替换组播组。

步骤  5 单击 “应用”，设置端口的 大组播组，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 大组播组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并单击 “复制

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组播过滤

组播过滤功能可设置每个接口允许的组播，并设定当遇到指定的组播时采取何种动

作。

设置组播过滤配置模板

使用 “配置模板”页面设置组播过滤配置模板。

设置组播过滤配置模板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组播” > “组播过滤 ” > “配置模板”。打开 “配置模板”页面。

步骤  2 如需添加组播过滤配置模板，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配置模板”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配置模板索引 — 输入组播过滤配置模板的编号。

• IP 版本 — 选择组播的 IP 版本：IPv4 或 IPv6。

• 开始组播地址 — 输入起始的组播组地址。

• 结束组播地址 — 输入结束的组播组地址。

• 操作 — 选择允许或拒绝设定的组播组地址。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置组播过滤配置模板，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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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如需编辑组播过滤配置模板的设置，选择相应的条目然后单击 “编辑”。如需删除组

播过滤配置模板，选择相应的条目然后单击 “删除”。

设置接口组播过滤

使用 “过滤设置”页面可为每个接口指定是否启用组播过滤功能并选择相应的组播过

滤配置模板。

设置接口的组播过滤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组播” > “组播过滤 ” > “过滤设置”。打开 “过滤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 IP 版本 （IPv4 或 IPv6）和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 “确定”。

步骤  3 选择一个端口，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过滤设置”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设置组播过滤的端口。

• 过滤器 — 勾选 “启用”，启用此端口的组播过滤功能。

• 过滤配置模板索引 — 选择要采用的组播过滤配置模板，允许或拒绝设定的组播

组地址。

步骤  5 单击 “应用”，定义接口的组播过滤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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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安全性

交换机可处理多种类型的安全性，某些功能可用于多种类型的安全性或控制，例如，

针对交换机 CPU 的防攻击保护、控制终端用户通过交换对网络的访问，对其他网路用

户的防御 （这些攻击通过交换机进行，而非针对交换机本身）。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交换机的安全功能，包括以下内容：

• 设置用户帐号

• 设置 TACACS+

• 设置 RADIUS

• 设置计费

• 管理访问方法

• 设置密码强度规则

• 管理访问验证

• 设置 TCP/UDP 服务

• 设置风暴控制

• 设置端口安全性

• 设置 802.1X

• 设置 DoS 预防

• 设置 DHCP

• 设置 IP 源防护

• 设置动态 ARP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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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用户帐号

“用户帐号”页面可管理交换机的用户帐号。系统默认的管理员帐号为 cisco，默认密

码为 cisco。

不允许删除所有用户。如果选择所有用户，“删除”按钮会被禁用。

设置用户帐号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管理” > “用户帐号”。打开 “用户帐号”界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一个新用户。打开 “添加用户帐号”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用户名 — 输入新用户名。

• 密码类型 — 选择密码类型。

- 明文 — 以明文的形式显示密码。

- 加密的 — 加密用户密码。

- 无密码 — 密码为空。

• 密码 — 输入密码 （用户密码必须满足密码强度规则的要求）。有关密码强度规

则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设置密码强度规则”。

• 确认密码 — 再次输入密码。

• 管理权限 — 选择用户权限等级。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用户帐号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修改已有帐号的用户名和 / 或密码，选择相应的帐号然后单击 “编辑”。如需删

除用户自定义的帐号，选择相应的帐号然后单击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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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TACACS+

交换机是一种终端访问控制器访问控制系统 （Terminal Access Controller Access-

Control System Plus, TACACS+） 客户端，它依靠 TACACS+ 服务器来提供集中的安

全保护，用于授权和验证尝试访问和管理交换机的用户。

TACACS+ 可提供以下服务：

• 验证 — 对使用用户名和用户定义的密码登录到交换机的管理员进行验证。

• 授权 — 在登录时执行此服务。验证会话完成之后，将使用经验证的用户名开始

授权会话。然后， TACACS+ 服务器将检查用户权限。

TACACS+ 协议可通过加密协议在设备与 TACACS+ 服务器之间的交换来确保网络的

完整性。

TACACS+ 仅支持 IPv4。

TACACS+ 服务器无法用作 802.1X 验证服务器，来验证尝试通过交换机连接网络的网

络用户的凭证。

“TACACS+”页面可添加、删除和编辑 TACACS+ 服务器、定义默认的 TACACS+
参数 （如用来加密与 TACACS+ 服务器的通信的密钥字符串）以及定义默认的计费参

数。必须在 TACACS+ 上配置用户，才有权授予该用户管理交换机的权限。

设置 TACACS+ 默认参数和 TACACS+ 服务器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TACACS+”。打开 “TACACS+”页面。

步骤  2 在 “计费参数”区域，可全局设置以下计费参数：

• 更新 — 启用或禁用计费更新功能。启用计费更新功能，在执行完 EXEC 计费后

将定期发送计费更新消息。

• 更新间隔 — 如启用计费更新功能，输入发送计费更新消息的时间间隔。

• Line— 选择计费配置模板绑定的访问方法，如 Telnet、SSH 或 Console。不同

的访问方法可绑定到不同的计费配置模板。

• Command 权限 — 选择进行计费的命令的权限级别。交换机当前仅可对权限级

别为 0 和 15 的命令进行计费。

• Command— 选择一个Commands计费配置模板，用于记录在网络接入服务器

上执行的特定权限的 EXEC shell 命令的相关信息，包括所执行的特定权限的命

令列表、执行命令的日期和时间和执行命令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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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c— 选择一个 EXEC 计费配置模板，用于记录在网络接入服务器上通过终端

仿真控制程序的用户 EXEC 会话 （EXEC shell）的相关信息，包括用户名、日

期、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以及网络接入服务器的 IP 地址。

注 您可选择默认的计费配置模板 （default），也可以选择在 “计费” >
“配置模板”页面自定义的计费配置模板。有关计费配置模板的详细信息，请

参考 “设置计费配置模板”一节的说明。

• System— 显示用于记录系统事件的计费配置模板。交换机始终使用默认的计

费方法列表记录系统事件。

步骤  3 在 “使用默认参数”区域，设置默认的 TACACS+ 参数：

• 密钥字符串 — 输入默认的密钥字符串。这是用于与 TACACS+ 服务器进行通信

的验证和加密密钥。可将交换机配置为使用此密钥，或使用单个服务器的密钥

（在 “添加 TACACS+”页面设置）。如果您未在此字段中输入密钥字符串，

则关键的单个服务器密钥必须与 TACACS+ 服务器所使用的加密密钥相匹配。

如果您在此处输入了密钥字符串，并且为单个 TACACS+ 服务器输入了密钥字

符串，则为单个 TACACS+ 服务器配置的密钥字符串优先级较高。

• 应答超时 — 输入交换机与 TACACS+ 服务器之间的连接超时之前经过的时间

量。如果未在 “添加 TACACS+”页面中为特定服务器输入值，则会从此字段

中获取该值。

步骤  4 单击 “应用”，保存计费参数和 TACACS+ 默认参数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

置。

步骤  5 如需添加 TACACS+ 服务器，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 TACACS+”页面。

步骤  6 设定以下参数：

• 服务器定义 — 选择按 IP 地址或主机名定义 TACACS+ 服务器。

• 服务器 IP 地址／名称 — 根据“服务器定义”设置，输入 TACACS+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优先级 — 输入使用此 TACACS+ 服务器的优先级。 0 代表优先级 高的 

TACACS+ 服务器，也是使用的第一个服务器。如果它无法建立与优先级 高

的服务器的会话，交换机将尝试使用下一个优先级 高的服务器。

• 密钥字符串 — 输入 TACACS+ 服务器的验证和加密密钥。此密钥必须与 

TACACS+ 服务器上所配置的加密密钥相匹配。选择 “使用默认设置”使用全

局设定的密钥字符串默认值。

• 应答超时 — 输入交换机与 TACACS+ 服务器之间的连接超时之前经过的时间

量。选择 “使用默认设置”使用全局设定的应答超时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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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 IP 端口 — 输入通过其进行 TACACS+ 会话的端口号。默认的端口号为 

49。

步骤  7 单击 “应用”，添加 TACACS+ 服务器，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RADIUS

远程授权拨入用户服务 （RADIUS） 服务器提供了集中的 802.1x 或基于 MAC 的网络

访问控制。交换机是一种 RADIUS 客户端，它依靠 RADIUS 服务器来提供集中的安全

保护，用于授权和验证尝试访问和管理交换机的用户。

“RADIUS”页面可设置交换机用来与服务器进行通信的 RADIUS 服务器参数。

设置 RADIUS 服务器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RADIUS”。打开 “RADIUS”页面。

步骤  2 设定默认的 RADIUS 参数。默认的 RADIUS 参数适用于所有 RADIUS 服务器。如果没

有为特定 RADIUS 服务器输入值，则交换机将使用这些默认值。

• 重试次数 — 输入在认为已发生故障之前发送到 RADIUS 服务器之请求的传输次

数。

• 应答超时 — 输入交换机在重试查询或转换到下一个服务器之前等待从 RADIUS 
服务器中返回响应的秒数。

• 密钥字符串 — 输入用于验证和加密在交换机与 RADIUS 服务器之间通信的 

RADIUS 属性的默认密钥字符串。此密钥必须与在 RADIUS 服务器上配置的密

钥相匹配。密钥字符串用于加密使用 MD5 进行的通信。为单个 RADIUS 服务

器配置的密钥，其优先级高于在没有为单个服务器提供密钥时所使用的默认密

钥。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默认的 RADIUS 参数，并更新交换机的 运行时设置。

步骤  4 如需添加 RADIUS 服务器，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 RADIUS”页面。

步骤  5 设置以下参数：

• 服务器定义 — 选择按 IP 地址或名称定义 RADIUS 服务器。

• 服务器 IP 地址 / 名称 — 根据“服务器定义”字段的设定，输入 RADIUS 服务器

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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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级 — 输入 RADIUS 服务器的优先级。优先级可确定交换机尝试联系服务器

以验证用户的顺序。交换机将首先从优先级 高的 RADIUS 服务器开始。 0 代

表 高优先级。

• 密钥字符串 — 输入用于验证和加密在交换机与 RADIUS 服务器之间通信的 

RADIUS 属性的密钥字符串。此密钥必须与在单个 RADIUS 服务器上配置的密

钥相匹配。如果将此字段留空，交换机将尝试使用默认的密钥字符串验证 

RADIUS 服务器。

• 应答超时 — 输入交换机在重试查询或转换到下一个服务器之前等待从 RADIUS 
服务器中返回响应的秒数。如果未在此字段中输入值，则交换机将使用默认的

超时值。

• 验证端口 — 针对验证请求输入 RADIUS 服务器的 UDP 端口号。默认为 1812。

• 重试次数 — 输入在认为已发生故障之前发送到 RADIUS 服务器的请求次数。选

择 “使用默认设置”可使用重试次数的默认值。

• 用途类型 — 选择 RADIUS 服务器的验证类型。选项如下：

- 登录 — RADIUS 服务器用于验证想要管理交换机的用户。

- 802.1X — RADIUS 服务器用于 802.1x 访问控制方面的验证。

- 全部 — RADIUS 服务器用于验证想要管理交换机的用户或 802.1X 访问控制

方面的验证。

步骤  6 单击 “应用”，添加 RADIUS 服务器，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计费

TACACS+ 计费功能主要用来收集和发送安全服务器用于计费、审计和报告的信息，

如用户身份、开始或停止时间、执行的命令、数据包数量和字节数等。

交换机支持三种计费功能，包括：

• Commands 计费 — 提供网络接入服务器上执行的特定权限 EXEC shell 命令的

相关信息，包括所执行的特定权限的命令列表、执行命令的日期和时间和执行

命令的用户名。

• EXEC 计费 — 提供在网络接入服务器上通过终端仿真控制程序的用户 EXEC 会

话 （EXEC shell）的相关信息，包括用户名、日期、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以及网

络接入服务器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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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计费 — 提供所有系统事件 （如系统重启或系统启动）的相关信息。

设置计费配置模板

“配置模板”页面可分别设置 Commands、 EXEC 和 System 计费配置模板。计费配

置模板定义不同类型的计费方法列表，其中：

• Commands 计费配置模板 — 定义对在网络接入服务器上执行的某些特定权限

EXEC shell 命令进行计费的方法。

• EXEC计费配置模板— 定义对通过终端仿真控制程序的用户EXEC 会话（EXEC 

shell）进行计费的方法。

• System 计费配置模板 — 定义对所有系统事件（如系统重启或系统启动）进行

计费的方法。交换机始终采用默认的计费方法列表对系统事件进行计费。

设置计费配置模板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计费” > “配置模板”。打开 “配置模板”页面。

步骤  2 在 “过滤器”区域，选择计费类型 （如 Commands、 EXEC 或 System），然后单击

“确定”。

“计费配置模板表”显示交换机上定义的相应类型的计费配置模板。

步骤  3 点击 “添加”，添加一个计费配置模板。打开 “添加计费”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Commands 计费配置模板参数

• 列表名称 — 输入此配置模板所使用的计费方法列表的名称。如使用默认的计费

方法列表，请输入 default。

• 权限 — 输入进行计费的命令的权限级别。

• 记录类型 — 选择以下任意计费记录类型：

- none— 不发送计费通知。

- start-stop— 在进程开始时发送一个开始计费通知，在进程结束时发送一个

结束计费通知。开始计费记录将在后台发送。不管计费服务器是否接收到开

始计费记录通知，请求的用户进程都将开始执行。

• 方法 — 选择以下任意计费方法：

- none— 不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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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acs+— 使用 TACACS+ 安全服务器提供计费服务。您必须首先在交换机

上配置一个或多个 ACACS+ 服务器。有关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详细信

息，请参考 “设置 TACACS+”。

EXEC 计费模板参数

• 列表名称 — 输入此配置模板所使用的计费方法列表的名称。

• 记录类型 — 选择以下任意计费记录类型：

- none— 不发送计费通知。

- start-stop— 在请求的用户进程开始时发送一条开始计费通知，在请求的用

户进程结束时发送一条结束计费通知。

- stop-only— 在请求的用户进程结束时发送一条结束计费通知。

• 方法 — 选择以下任意计费方法：

- none— 不计费。

- tacacs+— 使用 TACACS+ 安全服务器进行计费。您必须首先在交换机上配

置一个或多个 TACACS+ 服务器。有关配置 TACACS+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考 “设置 TACACS+”。

步骤  5 单击 “应用”，添加 计费配置模板，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查看计费日志

“计费日志”页面可查看计费日志的详细信息以及计费统计信息。

查看计费日志和计费统计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计费” > “日志”。打开 “日志”页面。

“计费日志表”显示以下字段：

• Line— 绑定到计费配置模板的访问方法。

• 用户名 — 进行计费的请求方名称。

• 权限 — 进行计费的命令的权限级别。

• Task ID— 计费条目编号。

• 记录类型 — 计费采用的记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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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时 — 计费运行时间。

• 时区 — 计费运行时间的时区。

• 服务 — 计费运行的服务名称。

“计费统计信息”表分别显示 Commands、 EXEC 和 System 计费记录的统计信息，

包括：

• 开始 — 开始计费记录的总数。

• 结束 — 结束计费记录的总数。

• 更新 — 发送的计费记录更新的总数。

• 丢弃 — 丢弃的计费记录总数。

步骤  2 单击 “刷新”，刷新计费日志信息。

管理访问方法

管理访问验证根据不同的管理访问方法对用来验证和授权用户的验证方法进行配置。

管理访问配置模板根据特定接口和 / 或源来限制管理访问。

只有通过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和管理访问验证的用户才会获得对交换机的管理访问权

限。

访问配置模块规则、过滤器和元素

访问配置模板由允许访问交换机的规则组成。每个访问配置模板均可由一个或多个规

则组成。按照访问配置模板中规则的优先级顺序 （从上到下）执行这些规则。

规则由包括以下元素的过滤器组成：

• 访问方法 — 访问和管理交换机的方法。包括：

- Telnet

- SSH

- HTTP

- HTTPS

- SN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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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全部

• 动作 — 允许或拒绝访问接口或源地址。

• 接口 — 被允许或拒绝访问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的端口或 LAG。

• 源地址 — IP 地址或子网。各用户组对管理方法的访问权限可能有所不同。例

如，一个用户组可能只能使用 HTTPS 会话来访问交换机模块，而另一个用户

组可能能够使用 HTTPS 会话和 Telnet 会话来访问交换机模块。

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

交换机上只有一个访问配置模板可处于活动状态，并且任何访问交换机的尝试必须符

合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中的规则。

使用首次匹配方法可在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中进行查询。交换机需要查看活动的访问

配置模板是否明确允许对交换机进行管理访问。如果找不到匹配项，则拒绝进行访

问。

当访问交换机的尝试违反了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时，交换机会生成一条 SYSLOG 消息

来向系统管理员发送有关该尝试的警报。

如果已激活仅控制台访问配置模板，则将其禁用的唯一方式是从管理站直接连接到交

换机上的物理控制台端口。

设置访问配置模板之后，可使用 “配置模板规则”页面添加或编辑其他规则。

设置访问配置模板

“访问配置模板”页面可创建访问配置模板和设置交换机的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交

换机上只有一个访问配置模板可处于活动状态，并且任何访问交换机的尝试必须符合

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中的规则。

设置访问配置模板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管理访问方法” > “访问配置模板”。打开 “访问配置模板”页

面。

步骤  2 要更改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请从 “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配置

模板，然后单击 “应用”。此操作可使选择的配置模板成为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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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选择了 “Console only”，则系统会断开您与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的连接，

并且您只能通过控制台端口访问交换机。

当您选择任何其他访问配置模板时，系统会根据选择的访问配置模板显示警告消息，

提醒您系统可能会断开您与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的连接。

步骤  3 如需添加一个访问配置模板并定义相应的访问规则，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配置

模板规则”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访问配置模板名称 — 输入访问配置模板的名称。

• 规则优先级 — 输入规则优先级。当数据包与规则相匹配时，系统会允许或拒绝

用户组访问交换机。由于根据首次匹配原则对数据包进行匹配，因此在将数据

包与规则进行匹配时，规则优先级至关重要。 1 代表 高优先级。

• 管理方法 — 选择为其定义了规则的管理方法。具有此访问配置模板的用户只能

使用选择的管理方法访问交换机。选项如下：

- 全部 — 将所有管理方法分配给规则。

- HTTP — 将 HTTP 访问分配给规则。符合 HTTP 访问配置模板标准的用户，

在请求访问交换机时会获得允许或遭到拒绝。

- HTTPS — 符合 HTTPS 访问配置模板标准的用户，在请求访问交换机时会

获得允许或遭到拒绝。

- SNMP — 符合 SNMP 访问配置模板标准的用户，在请求访问交换机时会获

得允许或遭到拒绝。

- SSH — 符合 SSH 访问配置模板标准的用户，在请求访问交换机时会获得允

许或遭到拒绝。

- Telnet — 符合 Telnet 访问配置模板标准的用户，在请求访问交换机时会获

得允许或遭到拒绝。

• 动作 — 选择符合规则的操作。选项如下：

- 允许 — 如果用户与配置模板中的设置相匹配，则允许该用户访问交换机。

- 拒绝 — 如果用户与配置模板中的设置相匹配，则拒绝该用户访问交换机。

• 接口 —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和相应的端口。

• 应用到源 IP 地址 — 选择访问配置模板适用于的源 IP 地址类型。如果选择

“IPv4/ 子网”，需分别设定 “IP 地址”和 “网络掩码”字段。如果选择

“IPv6/ 子网”，需分别设定 “IP 地址”和 “前 长度”字段。

- IP 地址 — 输入源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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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掩码 — 输入子网掩码。

- 前 长度 — 输入组成源 IP 地址前 的位数。

步骤  5 单击 “应用”，创建访问配置模板并更新交换机运行配置。现在，您可以选择此访问

配置模板作为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

步骤  6 如需删除某一访问配置模板，选择相应的访问配置模板并单击 “删除”。

设置访问规则

访问配置模板可包含多个访问规则，以确定有权管理和访问交换机的人以及可能使用

的访问方法。

访问配置模板中的每个规则均包含要匹配的操作和标准 （一个或多个参数）。每个规

则均具有优先级；会首先检查优先级 低的规则。如果传入数据包与规则相匹配，则

会执行与规则相关的操作。如果在活动的访问配置模板中找不到匹配的规则，则会丢

弃数据包。

定义配置模板规则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管理访问方法” > “配置模板规则”。打开 “配置模板规则”页

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访问配置模板并单击 “确定”。选择的访问配置模板将显示在访问配置模板

表中。

步骤  3 如需添加一个规则到选择的访问配置模板中，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配置模板规

则”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访问配置模板名称 — 输入访问配置模板的名称。

• 规则优先级 — 输入规则优先级。当数据包与规则相匹配时，系统会允许或拒绝

用户组访问交换机。由于根据首次匹配原则对数据包进行匹配，因此在将数据

包与规则进行匹配时，规则优先级至关重要。

• 管理方法 — 选择为其定义了规则的管理方法。选项如下：

- 全部 — 将所有管理方法分配给规则。

- HTTP — 将 HTTP 访问分配给规则。符合 HTTP 访问配置模板标准的用户，

在请求访问交换机时会获得允许或遭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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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 — 符合 HTTPS 访问配置模板标准的用户，在请求访问交换机时会

获得允许或遭到拒绝。

- SNMP — 符合 SNMP 访问配置模板标准的用户，在请求访问交换机时会获

得允许或遭到拒绝。

- SSH — 符合 Telnet 访问配置模板标准的用户，在请求访问交换机时会获得

允许或遭到拒绝。

- Telnet — 符合 Telnet 访问配置模板标准的用户，在请求访问交换机时会获

得允许或遭到拒绝。

• 动作 — 选择 “允许”允许尝试使用配置的访问方法通过按照此规则定义的接

口或 IP 源来访问交换机的用户进行访问；或选择 “拒绝”拒绝进行访问。

• 接口 — 选择符合规则的接口类型和相应的接口。

• 应用到源 IP 地址 — 选择访问配置模板适用于的源 IP 地址类型。如果选择

“IPv4/ 子网”，分别设定 “IP 地址”和 “网络掩码”字段。如果选择 “IPv6/
子网”，分别设定 “IP 地址”和 “前 长度”字段。

- IP 地址 — 输入源 IP 地址。

- 网络掩码 — 输入源 IP 地址所归属的子网掩码。

- 前 长度 — 输入组成源 IP 地址前 的位数。

步骤  5 单击 “应用”，将规则添加到访问配置模板，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编辑配置模板规则，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编辑”。如需删除某一配置模板规

则，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设置密码强度规则

密码用于验证访问交换机的用户。密码管理包括设置一般的密码复杂性规则和特定用

户的密码。密码复杂性的各个方面包括：密码 小长度、字符类别数以及新密码应不

同于以前密码等要求。

“密码强度”页面可设置密码复杂性以及时效 （密码有效期的时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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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密码复杂性规则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密码强度”。打开 “密码强度”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密码过期 — 勾选 “启用”，启用密码过期功能。当密码使用时间超过上限时，

系统将提示用户更改密码。

• 密码过期时间 — 输入用户必须更改密码之前可经过的天数。默认为 180 天。

• 密码复杂性设置 — 勾选 “启用”，启用密码的 低复杂性规则。如您启用此功

能，分别设置以下字段：

- 短密码长度 — 输入密码所需的 小字符数。

- 少字符类别数 — 输入密码必须包含的字符类别：小写字母、大写字母、

数字或特殊字符。

- 多连续的相同字符 — 设置 多可连续输入多少个相同字符，默认为 3。

- 新密码必须与当前密码不同 — 勾选 “启用”，则新密码不能与当前密码相

同。

- 新密码必须与当前用户名不同 — 勾选 “启用”，则新密码不能与当前用户

名相同。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密码强度，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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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访问验证

您可以为管理访问方法分配验证方法，例如 SSH、 Console、 Telnet、 HTTP 和 

HTTPS。可以在本地或外部服务器 （例如 TACACS+ 或 RADIUS 服务器）上执行此

验证。

用户验证按照选择验证方法的顺序进行。如果第一种验证方法不可用，则使用选择的

下一个方法。例如，如果选择的验证方法为 “RADIUS”和 “本地”，并且按照优先

级顺序查询所有配置的 RADIUS 服务器而这些服务器并不做出回复，则会在本地对用

户进行验证。

如果验证方法失败或用户的权限级别不足，则系统会拒绝用户访问交换机。换句话

说，如果验证因验证方法而失败，则交换机会停止；交换机不会继续工作，且不会尝

试使用下一个验证方法。

设置访问验证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管理访问验证”。打开 “管理访问验证”页面。

步骤  2 从 “应用”列表中选择一种访问方法。

步骤  3 使用箭头在 “运行方法”列与 “选定的方法”列之间移动验证方法。选择的第一种方

法即为使用的第一种方法。

• RADIUS — 在 RADIUS 服务器上验证用户。您必须已配置了一个或多个 

RADIUS 服务器。

• TACACS+ — 在 TACACS+ 服务器上验证用户。您必须已配置了一个或多个 

TACACS+ 服务器。

• 无 — 允许用户在不经过验证的情况下访问交换机。

• 本地 — 根据存储在本地交换机上的数据检查用户名和密码。这些用户名和密码

对是在 “用户帐号”页面中定义的。

注 必须始终 后选择 “本地”或 “无”验证方法。在 “本地”或 “无”

之后选择的所有验证方法均会被忽略。

步骤  4 单击 “应用”，选择的验证方法将与访问方法相关，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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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TCP/UDP 服务

“TCP/UDP 服务”页面可在交换机上启用基于 TCP 或基于 UDP 的服务。

设置 TCP/UDP 服务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TCP/UDP 服务”。打开 “TCP/UDP 服务”页面。

步骤  2 选择启用或禁用 TCP 或 UDP 服务：

• HTTP 服务 — 勾选“启用”启用 HTTP 服务，或取消勾选禁用此服务。默认为

启用。

• HTTPS 服务 — 勾选 “启用”启用 HTTPS 服务，或取消勾选禁用此服务。默

认为禁用。

• SNMP 服务 — 勾选 “启用”启用 SNMP 服务，或取消勾选禁用此服务。默认

为禁用。

• Telnet 服务 — 勾选“启用”启用 Telnet 服务，或取消勾选禁用此服务。默认为

禁用。

• SSH 服务 — 勾选“启用”启用 SSH 服务，或取消勾选禁用此服务。默认为禁

用。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 TCP/UDP 服务，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4 在 “TCP/UDP 服务表”栏， 可查看不同 TCP 或 UDP 服务详细信息和运行状态，包

括：

• 类型 — 显示服务采用的协议类型，如 TCP 或 UDP。

• 本地 IP 地址 — 显示本地交换机的 IP 地址。

• 远程 IP 地址 — 显示连接到交换机的远程设备的 IP 地址。

• 服务 — 显示服务类型。

• 状态 — 显示服务当前状态。下面列出不同状态的说明：

- ESTABLISHED — 套接字已建立连接。

- SYN_SENT — 套接字正在积极地试图建立连接。

- SYN_RECV — 已接收到来自网络的连接请求。

- FIN_WAIT1 — 套接字已关闭，正在断开连接。

- FIN_WAIT2 — 连接已关闭，正在等待远程终端中断套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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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_WAIT — 套接字在关闭后正在等待处理仍然在网络中的数据包。

- CLOSED — 套接字没有被使用。

- CLOSE_WAIT — 远程终端已中断，正在等待套接字关闭。

- LAST_ACK — 远程终端已中断且套接字已关闭，正在等待确认 。

- LISTEN — 套接字正在监听传入连接。除非特别指定 --listening (-l) 或 --all (-

a) 选项，以上套接字将不会包含在输出中。

- CLOSING — 两个套接字均已中断，但仍然没有传输完所有数据。

- UNKNOWN — 套接字状态为未知。

步骤  5 单击 “刷新”，刷新 TCP/UDP 服务表信息。

设置风暴控制

接收到广播帧、组播帧或未知的单播帧后，系统会对它们进行复制，并将副本发送到

所有可能的出口端口。这意味着，实际上已将它们发送到属于相关 VLAN 的所有端

口。这样一来，一个入站帧会转变为多个入站帧，从而使风暴的实现成为可能。

您可以通过风暴保护来限制进入交换机的帧数，并定义计入此限制的帧类型。

在系统中输入阈值后，端口会丢弃达到阈值之后的流量。端口将保持阻塞状态，直到

流量速率降至此阈值之下。然后，端口将继续进行正常转发。

设置风暴控制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风暴控制”。打开 “风暴控制”页面。

步骤  2 设置以下全局参数： 

• 帧配置 — 选择风暴控制计数器是否包含 Inter Frame Gap （IFG）。

• 风暴控制速率阙值模式 — 选择速率阙值的模式。

步骤  3 单击 “应用”。

步骤  4 如需编辑接口的风暴控制设置，选择一个接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风暴控

制”页面。

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设置的接口。



设置安全性

设置端口安全性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用户手册 166

15

• 风暴控制 — 勾选 “启用”，在指定的接口上启用风暴控制功能。

• 未知单播控制模式 — 勾选 “启用”， 将未知的单播流量计入带宽阈值。

• 风暴控制速率阙值 — 输入未知单播风暴控制的速率阙值。

• 未知组播控制模式 — 勾选 “启用”， 将未知组播流量计入带宽阈值。

• 风暴控制速率阙值 — 输入未知组播风暴控制的速率阙值。

• 广播控制模式 — 勾选 “启用”， 仅将广播流量计入带宽阈值。

• 风暴控制速率阙值 — 输入广播风暴控制的速率阙值。

• 动作 — 选择其中一种动作：

- 丢弃 — 丢弃接收到的数据包。

- 关闭 — 关闭此接口。

步骤  6 单击 “应用”，定义接口的风暴控制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7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风暴控制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并单击 “复制设

置”。在打开的窗口中输入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端口安全性

端口安全性功能可监控接收的和获取的数据包。限制用户通过特定的 MAC 地址访问

锁定的端口，增强网络安全性。

端口安全性具有两种模式：

• 传统锁定 — 接口上获取的所有 MAC 地址均被锁定，并且接口未获取任何新 

MAC 地址。获取的地址不会过期或无需重新获取。

• 有限动态锁定 — 交换机获取的 MAC 地址数不超过配置的允许地址极限。达到

极限之后，交换机不会获取其他地址。在这种模式下，地址不会过期且无需重

新获取。

当在新 MAC 地址未经授权的端口 （该端口已按照经典模式进行锁定且具有新 MAC 
地址，或者该端口已被动态锁定且已超过了允许地址的 大数量）上检测到来自该地

址的帧时，会调用保护机制，并且可能会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丢弃帧

• 转发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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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端口

• 生成 Trap，并限制其频率和数量以避免设备过载

当在另一个端口上发现安全 MAC 地址时，将转发帧，但不会获取该端口上的 MAC 地

址。

配置端口安全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端口安全”。打开 “端口安全”页面。

步骤  2 选择要修改安全性设置的接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端口安全”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设置安全性的接口。

• 接口状态 — 勾选 “启用”，可锁定选择的接口。

• 学习模式 — 选择接口锁定的类型。选项如下：

- 传统锁定 — 立即锁定接口，而不考虑已获取的地址数量。

- 有限动态锁定 — 通过删除与接口相关的当前动态 MAC 地址来锁定接口。

接口 多可获取接口上允许的 大地址数。同时启用 MAC 地址的重新获取

和过期机制。

• 允许的 大地址数量 — 输入当选择 “有限动态锁定”获取模式时可在接口上

获取的 MAC 地址的 大数。

• 违反时操作 — 选择对到达锁定端口的数据包所应用的操作。选项如下：

- 丢弃 — 丢弃来自任何未获取源的数据包。

- 丢弃、系统日志和 Trap— 丢弃来自任何未获取源的数据包，记入系统日志，

并发送通知给 Trap 接收器。

- 转发 — 转发来自任何未知源的数据包，而无需获取 MAC 地址。

- 关闭、系统日志和 Trap— 丢弃来自任何未获取源的数据包，同时关闭端口，

记入系统日志，并发送通知给 Trap 接收器。在重新激活端口或重新启动交

换机之前，该端口将保持关闭状态。

• Trap 频率 — 如果“违反时操作”字段选择了包含发送通知给 Trap 接收器的相

关操作，在此字段输入 Trap 之间的 短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步骤  4 单击 “应用”，修改端口安全性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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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安全性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并单击 “复制设

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 802.1X

基于端口的访问控制可在交换机端口上创建两种类型的访问。其中一个访问点启用非

受控通信，而不考虑授权状态 （非受控端口）。另一个访问点对主机与交换机之间的

通信进行授权。

802.1x 是一种 IEEE 标准，适用于基于端口的网络访问控制。 802.1x 框架可使设备

（请求方）请求从其连接到的远程设备 （验证方）进行端口访问。仅当请求进行端口

访问的请求方已经过验证和授权时，才允许请求方将数据发送到端口。否则，验证方

会丢弃请求方数据，除非已将数据发送至访客 VLAN。

验证方通过外部的 RADIUS 服务器对请求方执行验证，并监控验证的结果。

按照 802.1x 标准，设备可以同时作为端口处的请求方和验证方，既可请求进行端口访

问也可授予端口访问权限。但是，此设备只能是验证方，并且不会充当请求方的角

色。

访客 VLAN

访客 VLAN 可提供对不需要进行 802.1x 或基于 MAC 的验证和授权的订阅设备或端口

的服务的访问权限。

经过配置的访客 VLAN 是具有以下特性的静态 VLAN。

• 必须根据现有的静态 VLAN 手动进行了定义。

• 仅自动可用于未经授权的设备或连接的且已启用访客 VLAN 之设备的端口。

• 如果端口已启用访客 VLAN，则当未对端口进行授权时交换机会自动添加端口

作为访客 VLAN 的未添加标签的成员，而当对端口的第一个请求方进行授权时

交换机会从访客 VLAN 删除端口。

• 访客 VLAN 不能用作语音 VLAN 和未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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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X 工作流程

按照以下操作定义 802.1X 参数：

• 启用基于端口的验证。如有必要，可启用并设置访客 VLAN。详见 “设置

802.1X 属性”。

• 分别为每个端口定义 802.1X 设置。详见 “设置 802.1X 端口验证”。

• 查看 802.1X 验证历史记录。详见 “查看已验证的主机”。

设置 802.1X 属性

“802.1X 属性”页面可全局启用 802.1X。要发挥 802.1X 的作用，必须全局启用

802.1X 和在每个端口上单独地启用 802.1X。

设置 802.1X 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802.1X” > “属性”。打开 “802.1X 属性”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基于端口的验证 — 全局启用或禁用基于端口的 802.1X 验证。

• 访客 VLAN — 勾选“启用”，可将访客 VLAN 用于未经授权的端口。如果已启

用访客 VLAN，则所有未经授权的端口会自动加入设定的访客 VLAN。如果稍

后对端口进行授权，则会从访客 VLAN 中删除该端口。

• 访客 VLAN ID — 从 VLAN 列表选择访客 VLAN。

步骤  3 单击 “应用”，修改 802.1X 属性，并更新交换机。

设置 802.1X 端口验证

“端口验证”页面可为每个端口设置 802.1X 参数。因为仅当端口处于 “强制授权”状

态时，某些配置更改才有可能实现，例如验证方法。我们建议您在进行更改之前先将

端口控制更改为 “强制授权”。完成配置之后，将端口控制恢复为以前状态。

注 定义了 802.1X 验证的端口不能成为 LAG 的成员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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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基于端口的 802.1X 验证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802.1X” > “端口验证”。打开 “端口验证”页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端口验证”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一个端口。

• 管理端口控制 — 选择端口控制管理方法。选项如下：

- 无 — 不验证用户，自动进行授权。

- 强制未授权 — 拒绝通过将接口转变为未经授权状态来访问接口。交换机不

为通过接口的客户端提供验证服务。

- 自动 — 在交换机上启用基于端口的验证和授权。接口根据交换机与客户端

之间的验证交换来转变为授权状态或未经授权状态。

- 强制授权 — 对接口进行授权，但不进行验证。

• 访客 VLAN — 勾选 “启用”，可将访客 VLAN 用于此端口。

• 定期重新验证 — 勾选 “启用”，在指定的重新验证时间段之后尝试重新验证端

口。

• 重新验证间隔 — 输入所选端口被重新验证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

• 静默期 — 输入当验证交换失败时交换机保持静默状态的时间。

• 请求方超时 — 输入在重新发送 EAP 请求给请求方之前的失效时间。

• 大EAP请求— 输入 大可发送的EAP请求数。如果在超时后仍没有受到回复

信息，重新开始验证过程。

步骤  4 单击 “应用”，定义端口验证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 802.1X 验证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并单击 “复

制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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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已验证的主机

“已验证的主机”页面显示有关已经过验证的用户的详细信息。

如需查看已验证的用户的详细信息，单击 “安全” > “802.1X” > “已验证的主

机”。打开 “已验证的主机”页面。

此页面显示以下字段：

• 用户名 — 在每个端口上进行了验证的请求方名称。

• 端口 — 端口号。

• 会话时间 — 请求方在端口上保持已登录状态的时间量。

• 验证方法 — 验证上一个会话所使用的方法。选项如下：

- 无 — 未应用任何验证，自动进行授权。

- RADIUS — 由 RADIUS 服务器对请求方进行了验证。

• MAC 地址 — 显示请求方的 MAC 地址。

设置 DoS 预防

本节介绍如何设置拒绝服务预防 （Denial of Service Prevention）功能以及 SYN 保

护功能。

设置接口的拒绝服务预防功能

拒绝服务预防功能可阻止包含某些 IP 地址参数的数据包进入网络，从而提高网络安全

性。拒绝服务排除了包含已知为恶意信号的报头或内容的数据包。可以保护网络免受

拒绝服务攻击和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注 激活拒绝服务预防之前，您必须解除绑定所有绑定到端口的 ACL 策略或高级 QoS 策

略。当端口具有拒绝服务保护时， ACL 策略和高级 QoS 策略均不处于活动状态。

设置拒绝服务预防功能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DoS 预防” > “DoS 设置”。打开 “DoS 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

步骤  3 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DoS 预防”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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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在此端口上启用或禁用不同类型的拒绝服务预防功能并设置触发阙值 （如有必要）。

交换机支持以下类型的拒绝服务攻击预防：

• syn-fln (SYN-Flood)

• xma (xMA)

• null-scan

• sport-less1024

• icmp-frag-pkts (ICMP Fragment Packets)

• pod

• tcp-blat

• udp-plat

• land

• da-eq-sa

• smurf （需在 “smurf length”字段设定相应的触发阙值）

• tcp-hdr-min （需在 “tcp-hdr-min length”字段设定相应的触发阙值）

• icmp-ping-max （支持“icmp echo request ping max”，需在“icmp-ping-

max length”字段设定相应的触发阙值）

• ipv6-min-frag （需在 “ipv6-min-frag length”字段设定相应的触发阙值）

步骤  5 单击 “应用”，定义接口的拒绝服务预防功能，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拒绝服务预防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然后单击

“复制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 SYN 保护

网络端口可能被黑客利用 SYN 攻击来消耗 TCP 资源。 SYN 保护功能可阻止 SYN 数

据包进入网络，从而提高网络安全性能。

“SYN 保护”页面可启用交换机的 SYN 保护服务，保护网络免受拒绝服务攻击。

设置 SYN 保护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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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单击 “安全” > “DoS 预防” > “SYN 保护”。打开 “SYN 保护”页面。

“SYN 保护接口表”显示每个接口的 SYN 保护状态和攻击类型：

• 运行状态 — 显示端口的 SYN 保护运行状态。

• 新攻击 — 显示 新的 SYN 攻击时间。

步骤  2 全局设定以下参数：

• SYN 保护模式 — 选择以下任意 SYN 保护的模式：

- 禁用 — 禁用 SYN 保护功能。

- 报告 — 报告交换机受到 SYN 服务攻击。

- 阻止和报告 — 报告交换机受到 SYN 服务攻击并关闭端口。

• SYN 保护阙值 — 输入触发 SYN 保护的阙值。默认为 20 个数据包 / 秒。

• SYN 保护间隔 — 输入 SYN 保护的间隔周期，默认为 60 秒。

步骤  3 单击 “应用”，保存 SYN 保护全局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DHCP

DHCP 侦听 （DHCP Snooping）通过过滤非信任的 DHCP 信息、建立和维护 DHCP
侦听绑定数据库来保护网络安全。 DHCP 侦听在非信任主机和 DHCP 服务器之间起到

防火墙的作用。 DHCP 侦听区分连接到 终用户的非信任接口和连接到 DHCP 服务器

或其他交换机的信任接口之间 DHCP 信息。

设置 DHCP 侦听属性

“属性”页面可在交换机上启用或禁用 DHCP 侦听功能。

设置 DHCP 侦听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DHCP” > “属性”。打开 “属性”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DHCP 侦听状态 — 勾选 “启用”，在交换机上启用 DHCP 侦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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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 82— 勾选 “启用”，启用 Option 82 功能。

• Format Remote ID— 输入本地交换机的 ID 标识。

• 验证 MAC 地址 — 勾选“启用”，在一个不信任的端口上验证第二层头文件中的

源 MAC 地址是否与显示在 DHCP 头文件中的客户端硬件地址相符。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 DHCP 侦听属性，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定义 DHCP 侦听 VLAN 设置

“VLAN 设置”页面允许网络管理员在 VLAN 上启用或禁用 DHCP 侦听功能。必须先

在 “属性”页面在交换机上全局启用 DHCP 侦听功能。

在 VLAN 上启用或禁用 DHCP 侦听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DHCP” > “VLAN 设置”。打开 “VLAN 设置”页面。

步骤  2 从 “可用的 VLAN”列表中将要启用 DHCP 侦听功能的 VLAN 添加到 “启用的

VLAN”列表。

步骤  3 单击 “应用”，定义 DHCP 侦听 VLAN 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DHCP 侦听数据库

“DHCP 侦听数据库”页面可设置 DHCP 侦听数据库的代理模式。

设置 DHCP 侦听数据库的代理模式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DHCP” > “DHCP 侦听数据库”。打开 “DHCP 侦听数据库”页

面。

步骤  2 在 “DHCP 侦听数据库”栏，设定以下参数：

• 数据库代理类型 — 选择 DHCP 侦听数据库的代理模式。选项如下：

- 无 — 选择此选项，禁用 DHCP 侦听数据库的代理功能。

- 闪存 — 选择此选项，将 DHCP 设定写入闪存中。

- TFTP— 选择此选项，将 DHCP 设定写入 TFTP 服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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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 （仅限TFTP代理模式）输入要写入到TFTP服务器中的DHCP设定文

件的名称。

• 远程服务器 — （仅限 TFTP 代理模式）输入远程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

名。

• 写入延迟 — 输入写入延迟时间。

• 超时 — 输入超时时间。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 DHCP 侦听数据库的代理模式，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DHCP 侦听信任接口

“DHCP 侦听接口设置”页面允许网络管理员定义 DHCP 侦听的信任接口。交换机转

发所有的 DHCP 请求到信任接口。

设置 DHCP 侦听的信任接口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DHCP” > “DHCP 侦听接口设置”。打开 “DHCP 侦听接口设

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 “确定”。

步骤  3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接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接口”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设置为 DHCP 侦听的信任接口。

• 信任接口 — 勾选“启用”，将此接口设为 DHCP 侦听信任的接口。交换机将转

发所有的 DHCP 请求到此信任接口。

• DHCP 速率限制状态 — 勾选 “启用”，启用 DHCP 速率限制功能。

• 速率限制 — 输入此接口的速率限制。

步骤  5 单击 “应用”，设置 DHCP 侦听信任的接口，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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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DHCP 侦听绑定数据库

“DHCP 侦听绑定数据库”页面可查询 DHCP 侦听绑定数据库。

查询 DHCP 侦听绑定数据库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DHCP” > “DHCP 侦听绑定数据库”。打开 “DHCP 侦听绑定数

据库”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查询条件：

• VLAN ID 为 — 勾选此选项，输入要查询的 VLAN ID。

• MAC 地址为 — 勾选此选项，输入要查询的 MAC 地址。

• IP 地址为 — 勾选此选项，输入要查询的 IP 地址。

• 接口为 — 勾选此选项，选择接口类型和要查询的端口。

步骤  3 单击 “确定”。在 “绑定数据库表”中显示符合条件的 DHCP 侦听数据库绑定条目的

相关信息。

查看 DHCP 侦听统计信息

“DHCP 侦听统计信息”页面可查看 DHCP 侦听的统计信息。

查看 DHCP 侦听统计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DHCP” > “DHCP 侦听统计信息”。打开 “DHCP 侦听统计信

息”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并单击 “确定”。

步骤  3 在 “统计信息表”中显示以下信息：

• 接口 — 显示接口编号。

• 转发 — 显示转发的数据包总数。

• Chaddr 检查丢弃 — 显示丢弃的数据包总数。

• 不信任端口丢弃 — 显示不信任端口所丢弃的数据包总数。

• 带有Option82不信任端口丢弃— 显示带Option82的不信任端口丢弃的数据包

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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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丢弃 — 显示因无效而丢弃的数据包总数。

步骤  4 如需刷新 DHCP 侦听统计信息，单击 “刷新”。

步骤  5 如需清除 DHCP 侦听统计信息，单击 “清除表”。

定义 Option82 接口设置

“Option82 端口设置”页面可设定当端口接收到不被信任的数据包时所采取的动作。

定义 Option82 端口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DHCP” > “Option82 端口设置”。打开 “Option82 端口设置”

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 “确定”。

步骤  3 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DHCP 侦听 Option82 端口设置”页

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一个接口类型和要设置的端口。

• 允许不信任的动作 — 选择当端口接收到不被信任的数据包时所采取的动作。可

选动作如下：

- 丢弃 — 丢弃不信任的数据包。

- 保留 — 保留不信任的数据包。

- 替换 — 替换不信任的数据包。

步骤  5 单击 “应用”，修改 Option82 端口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将一个端口的 Option82 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然后单击 “复

制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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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Option82 接口 CID 设置

“Option82 接口 CID 设置”页面可设置特定的 Circuit ID 以便在 DHCP 服务器接收到

报文后作相应地处理。

定义 Option82 接口 CID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DHCP” > “Option82 端口 CID 设置”。打开 “Option82 端口

CID 设置”页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 DHCP 侦听 Option82 端口 CID 设置”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一个接口类型和要设置的端口。

• VLAN ID— （可选）选择要绑定的 VLAN。

• Circuit ID— 输入 Circuit ID。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置 Option82 接口 CID 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IP 源防护

IP 源防护限制客户端 IP 流量到 DHCP 侦听绑定数据中定义的和手动配置的 IP 源地址

绑定规则中定义的源 IP 地址。例如， IP 源防护可帮助阻止因一台主机试图使用其邻居

的 IP 地址时的造成流量攻击。

• DHCP侦听必须在交换机上的非信任接口和相关的VLAN上启用，以便激活 IP源

防护限制功能。

• 如果端口同时启用 IP源防护限制和MAC地址过滤，端口安全性无法在相同端口

上激活。

• 如果一个端口被信任，可配置静态 IP 地址过滤，尽管此时 IP 源防护限制功能不

活动。

• 如果一个端口的状态从信任变为不信任，保留静态 IP 地址过滤条目但不起作

用。



设置安全性

设置 IP 源防护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用户手册 179

15

定义 IP 源防护接口设置

“接口设置”页面可在 DHCP 侦听不信任的接口上启用 IP 源防护功能，允许 DHCP
侦听许可的 DHCP 数据包的传输。如果源 IP 地址过滤器启用，符合以下情况允许数

据包传输：

• IPv4 流量 — 只允许传输带有与特定端口关联的源 IP 地址的 IPv4 流量。

• 非 IPv4 流量 — 所有非 IPv4 流量都被允许传输。

注 如果一个端口被信任，可设置此接口源 IP 接口的过滤功能，尽管此种情况下 IP 源防

护功能不作用。如果一个端口由信任被设为不信任，静态的源 IP 接口的过滤条件继续

保持不活动。

定义 IP 源防护接口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IP 源防护” > “接口设置”。打开 “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

步骤  3 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接口类型和要设置的接口。

• IP 源防护 — 勾选 “启用”，在选择的接口上启用 IP 源防护功能。

• 验证源 — 选择要验证的来源流量类型：IP 流量和 MAC 流量。

• 大绑定条目 — 输入允许的 大绑定条数。

步骤  5 单击 “应用”，定义 IP 源防护接口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IP 源防护绑定

“绑定数据库”页面可手动设置 IP 源防护绑定规则和查询绑定数据库。

设置 IP 源防护绑定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IP 源防护” > “绑定数据库”。打开 “绑定数据库”页面。

步骤  2 在 “过滤器”区域，设定以下过滤条件：

• VLAN ID 为 — 输入用来查询的 VLA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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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 地址为 — 输入用来查询的 MAC 地址。

• IP 地址为 — 输入用来查询的 IP 地址。

• 接口为 — 选择接口类型并选择一个端口进行查询。

步骤  3 单击 “确定”，根据设定的过滤条件查询绑定数据库。查询结果显示以下信息：

• 接口 — 显示接口编号。

• VLAN ID— 显示地址关联到的 VLAN。

• MAC 地址 — 显示接口的 MAC 地址。

• IP 地址 — 显示接口的 IP 地址。

• 类型 — 显示 IP 地址类型。可能的 IP 地址类型为： 

- 动态 — 表示 IP 地址是由 DHCP 服务器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

- 静态 — 表示 IP 地址是一个静态 IP 地址。

• 租用时间 — 表示 IP 地址的可用时间。

步骤  4 如需添加 IP 源防护绑定规则，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绑定数据库”页面。

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接口类型和要设置的端口。

• VLAN ID— 选择关联的 VLAN。

• MAC 地址 — 输入来源流量的 MAC 地址。

• IP 地址 — 输入来源流量的 IP 地址。

步骤  6 单击 “应用”，添加 IP 源防护绑定规则，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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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动态 ARP 检测

地址解析协议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是一个 TCP/IP 协议，用来将 IP 地址

解析为 MAC 地址。 ARP 检测可拦截、丢弃或记录包含 IP 到 MAC 地址绑定的 ARP
数据包。这样可以消除中间人攻击 （错误 ARP 数据包被插入到子网）。数据包被归类

为：

• 信任 — 表示接口的 IP 和 MAC 地址可以被识别和记录到 ARP 检测列表。信任的

数据包可以不经过 ARP 检测直接被转发。

• 不信任 — 表示从接口过来的数据包没有一个可识别的 IP 和 MAC 地址。不信任

的数据包将被检测：

- 源MAC地址 — 比较数据包中以太网报头中的源MAC地址和ARP请求中的发

送者的 MAC 地址。 ARP 请求和响应均需要执行此检测。

- 目的MAC地址 — 比较数据包中以太网报头中的目的MAC地址和目的接口的

MAC 地址。只在 ARP 响应中执行此检测。

- IP 地址 — 检测 ARP 实体中是否有无效或未知的 IP 地址，如 0.0.0.0、

255.255.255.255 和所有组播地址。

如果数据包的 IP 地址在 ARP 检测列表中找到，并且某一 VLAN 的 DHCP 侦听功能被

启用，将查询 DHCP 侦听数据库。如果找到了此 IP 地址，表示数据包有效并且转发。

注 仅在不受信任的接口上执行 ARP 检测。

设置 ARP 检测属性

“ARP 检测属性”页面允许您启用动态 ARP 检测功能并设置相关参数。

设置 ARP 检测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ARP 检测” > “属性”。打开 “ARP 检测属性” 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ARP 检测状态 — 勾选 “启用”，启用动态 ARP 检测功能。

• 源 MAC — 勾选 “启用”，在 ARP 请求和响应中验证源 MAC 地址。

• 目的 MAC — 勾选 “启用”，在 ARP 请求和响应中验证目的 MAC 地址。

• IP 地址 — 勾选 “启用”，在 ARP 请求和响应中验证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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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 ARP 检测属性，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ARP 检测信任接口

“接口设置”页面允许网络管理员定义信任或不信任的接口以及速率限制。 ARP 检测

信任接口设置与 DHCP 侦听中定义的信任接口设置相互独立。ARP 检测仅在不信任的

接口上启用。

设置 ARP 检测信任接口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ARP 检测” > “接口设置”。打开 “接口设置” 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

步骤  3 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端口类型和要设置的端口。

• 信任接口 — 勾选 “启用”，将此接口设置为信任接口，对通过此接口发送和接

收的 ARP 请求或相应不执行 ARP 检测。取消勾选 “启用”，将此接口设置为

不信任接口，对通过此接口发送和接收的 ARP 请求或相应执行 ARP 检测。

• 速率限制 — 设置此接口允许的 大速率。

步骤  5 单击 “应用”，设置 ARP 检测接口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查看 ARP 检测统计信息

“统计信息”页面可查看 ARP 检测的统计信息。

查看 ARP 检测统计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ARP 检测” > “统计信息”。打开 “统计信息” 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 “确定”。

步骤  3 在 “统计信息表”中显示以下 ARP 检测统计信息：

• 接口 — 显示端口编号。

• 转发 — 端口转发的 ARP 数据包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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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 MAC 错误 — 源 MAC 地址错误的 ARP 数据包总数。

• 目的 MAC 错误 — 目的 MAC 地址错误的 ARP 数据包总数。

• 源 IP 验证错误 — 源 IP 地址验证错误的 ARP 数据包总数。

• 目的 IP 验证错误 — 目的 IP 地址验证错误的 ARP 数据包总数。

• IP-MAC 不匹配错误 — IP 地址和 MAC 地址不匹配的 ARP 数据包总数。

步骤  4 单击 “刷新”，刷新 ARP 检测统计信息表的数据。

步骤  5 单击 “清除表”，清除 ARP 检测统计信息表的数据。

应用 ARP 检测到 VLAN

“VLAN 设置”页面可在 VLAN 上启用 ARP 检测。在 VLAN 上启用 ARP 检测，当数

据包通过一个启用了 ARP 检测的不信任接口时，交换机依次执行以下检测：

• 判断数据包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是否已存在。如果已存在，数据包顺利通过接

口。

• 如果交换机没有发现匹配的 IP地址，但是此VLAN上启用了DHCP侦听，交换机

会检测 DHCP 侦听数据验证是否 IP 地址和 VLAN 相互匹配。如果 DHCP 侦听

数据库已存在该条目，数据包顺利通过接口。

• 如果数据包的 IP 地址即不在 ARP 检测列表也不在 DHCP 侦听数据库内，交换机

拒绝数据包。

应用 ARP 检测到 VLAN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安全” > “ARP 检测” > “VLAN 设置”。打开 “VLAN 设置” 页面。

步骤  2 从 “可用的 VLAN”列表中将 VLAN 并添加到 “启用的 VLAN”，应用 ARP 检测到

所选择的 VLAN。

步骤  3 单击 “应用”，应用 ARP 检测到 VLAN，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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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列表（Access Control List，ACL） 功能是安全机制的一部分。ACL 作为一

种安全机制， 可定义应为特定服务质量 （quality of service， QoS）提供的流量。

ACL 可让网络管理员定义用于入站流量的模式（过滤器和操作）。在具有活动 ACL 的

端口或 LAG 上进入交换机的数据包会被接受或拒绝进入。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基于 IP 地址或 MAC 地址的访问控制列表和规则。包含以下内容：

• 访问控制列表

• 设置基于 MAC 的 ACL

• 设置基于 MAC 的 ACE

• 设置基于 IPv4 的 ACL

• 设置基于 IPv4 的 ACE

• 设置基于 IPv6 的 ACL

• 设置基于 IPv6 的 ACE

• 设置 ACL 绑定

访问控制列表

访问控制列表是分类过滤器和操作的已排序列表。每个单独的分类规则与其操作一起

被称为一个访问控制元素 （Access Control Element， ACE）。

每个 ACE 由多个过滤器组成，这些过滤器可决定流量组以及关联的操作。一个单独的 

ACL 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 ACE，这些 ACE 会与传入帧的内容进行匹配。会将拒绝操

作或允许操作应用于内容与过滤器匹配的帧。

MS200X-24 和 MS200X-24P 交换机 多可支持 512 条 ACL。 MS200X-24S 交换机

多可支持 256 条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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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包与 ACE 过滤器匹配，则会执行 ACE 操作并停止 ACL 处理。如果数据包与 

ACE 过滤器不匹配，则会处理下一个 ACE。如果在处理完一个 ACL 的所有 ACE 后都

找不到匹配项，并且存在另一个 ACL，则会以相似方式处理该 ACL。如果在所有相关 

ACL 的所有 ACE 中都找不到匹配项，则会丢弃该数据包 （为默认操作）。由于执行

此默认丢弃操作，因此您必须将 ACE 明确添加到 ACL 中，以阻止所有流量 （包括管

理流量，例如指向该交换机本身的 Telnet、 HTTP 或 SNMP）。

ACL 中 ACE 的顺序很重要，因为 ACE 是以首次匹配方式应用的。会从第一个 ACE 开

始，按顺序处理 ACE。

ACL 可用于确保安全性 （例如允许或拒绝一定的流量），也可用于在 QoS 高级模式

下进行流量分类和优先化。

注 可使用 ACL 保护端口或使用高级 QoS 策略配置端口，但不可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

每个端口只能有一个 ACL。交换机可以定义以下类型的 ACL （具体取决于检查的帧

报头部分）：

• 基于 MAC 的 ACL — 只检查第 2 层字段。详见 “设置基于 MAC 的 ACL”。

• 基于 IPv4的ACL — 检查 IPv4帧的L3和L4 层。详见“设置基于 IPv4的ACL”。

• 基于 IPv6的ACL — 检查 IPv6帧的L3和L4 层。详见“设置基于 IPv6的ACL”。

如果一个帧与一个 ACL 中的过滤器相匹配，则会将该帧定义为具有该 ACL 名称的流

量。在 QoS 高级模式中，可以使用此流量名称指代这些帧，并将 QoS 应用于这些

帧。详见 “QoS 高级模式”。

创建 ACL 工作流程

要创建 ACL 并将其关联到一个接口，请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1 创建以下类型的一个或多个 ACL：

• 创建基于 MAC 的 ACL。详见 “设置基于 MAC 的 ACL”。

• 创建基于 IPv4 的 ACL。详见 “设置基于 IPv4 的 ACL”。

• 创建基于 IPv6 的 ACL。详见 “设置基于 IPv6 的 ACL”。

步骤  2 将 ACL 与接口相关联。详见 “设置 ACL 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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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ACL 工作流程

只有在未使用 ACL 时，才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下文介绍如何解除绑定 ACL 以对其进

行修改的过程：

• 如果 ACL 不属于 QoS 高级模式类映射，但已将其与一个接口相关联，请解除其

与该接口的绑定。详见 “设置 ACL 绑定”。

• 如果 ACL 是类映射的一部分并且未与接口绑定，则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 如果 ACL 是一个类映射的一部分，且该类映射属于与一个接口绑定的策略，则

您必须按如下所示执行解除绑定的一系列操作：

- 解除包含类映射的策略与该接口的绑定。详见 “设置策略绑定”。

- 从策略中删除包含 ACL 的类映射。详见 “设置策略”。

- 删除包含 ACL 的类映射。详见 “设置类映射”。

只有在执行这些操作后，才可以按本章中的各节所述修改 ACL。

设置基于 MAC 的 ACL

“基于 MAC 的 ACL”页面可查看和创建基于 MAC 的 ACL。基于 MAC 的 ACL 用于

根据第 2 层字段过滤流量。基于 MAC 的 ACL 会检查所有帧，看是否有匹配项。

设置基于 MAC 的 ACL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访问控制” > “基于 MAC 的 ACL”。打开 “基于 MAC 的 ACL”页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基于 MAC 的 ACL。打开 “添加 ACL 名称”页面。

步骤  3 在 “ACL 名称”字段中输入基于 MAC 的 ACL 的名称。 ACL 名称区分大小写。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基于 MAC 的 ACL 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删除基于 MAC 的 ACL， 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步骤  6 单击 “基于 MAC 的 ACE 表”，转到 “基于 MAC 的 ACE”页面并为基于 MAC 的

ACL 添加相应的规则 （ACE）。



设置访问控制

设置基于 MAC 的 ACE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用户手册 187

16

设置基于 MAC 的 ACE

“基于 MAC 的 ACE”页面可查看和创建基于 MAC 的 ACE。

为基于 MAC 的 ACL 添加规则 （ACE）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访问控制” > “基于 MAC 的 ACE”。打开 “基于 MAC 的 ACE”页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 ACL，然后单击 “确定”。列出该 ACL 中的所有 ACE。

步骤  3 单击 “添加”，为指定的 ACL 添加一条规则。打开 “添加基于 MAC 的 ACE”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ACL 名称 — 显示要为其添加 ACE 的 ACL 名称。

• 序号 — 输入 ACE 的优先级。会先处理优先级较高的 ACE。1 代表 高优先级。

• 操作 — 选择找到匹配项时应执行的操作。选项如下：

- 允许 — 转发符合 ACE 标准的数据包。

- 拒绝 — 丢弃符合 ACE 标准的数据包。

- 关闭 — 丢弃符合 ACE 标准的数据包，并禁用从其接收数据包的端口。可以

从 “端口设置”页面重新激活这类端口。

• 目的 MAC 地址 — 选择“任意”接受所有目标地址，或选择“用户定义”手动

输入一个目标地址或输入目标地址的范围。

- 目的 MAC 地址值 — 输入要将目标 MAC 地址与其相匹配的 MAC 地址。

- 目的 MAC 通配符掩码 — 输入掩码以定义 MAC 地址的范围。请注意，此掩

码与其他用途的掩码 （如子网掩码）不同。在此处，设置为 1 表示不掩盖，

设置为 0 表示掩盖该值。例如，值 “FFFFFF000000”表示只会使用目标 

MAC 地址的前三个字节。

• 源 MAC 地址 — 选择“任意”接受所有源地址，或选择“用户定义”手动输入

一个源地址或输入源地址的范围。

- 源 MAC 地址值 — 输入要将源 MAC 地址与其相匹配的 MAC 地址。

- 源 MAC 通配符掩码 — 输入掩码以定义 MAC 地址的范围。

• VLAN ID — 输入 VLAN 标签中要匹配的 VLAN ID。

• 802.1p — 勾选 “包含”以使用 802.1p，并分别设定 802.1p 值和掩码。

- 802.1p 值 — 输入要添加到 VPT 标签的 802.1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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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1p 掩码 — 输入要应用于 VPT 标签的通配符掩码。

• 以太网类型 — 输入要匹配的帧以太网类型。

步骤  5 单击 “应用”，添加基于 MAC 的 ACE 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编辑基于 MAC 的 ACE， 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编辑”。如需删除基于 MAC
的 ACE， 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步骤  7 单击 “基于 MAC 的 ACL”，转到 “基于 MAC 的 ACL”页面并设置基于 MAC 的

ACL。

设置基于 IPv4 的 ACL

“基于 IPv4 的 ACL”页面可查看和创建基于 IPv4 的 ACL。基于 IPv4 的 ACL 用于检

查 IPv4 数据包，而不检查其他类型的帧，如 ARP。

可以匹配以下字段：

• IP 协议 （按照已知协议的名称或直接按照值）

• TCP/UDP 流量的源端口 / 目标端口

• TCP 帧的标签值

• ICMP 和 IGMP 类型和代码

• 源 IP 地址 / 目标 IP 地址 （包括通配符）

• DSCP/IP 优先级值

注 ACL 也用作流量定义的构建元素，流量定义用于进行每个流量的 QoS 处理。详见

“QoS 高级模式”。

设置基于 IPv4 的 ACL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访问控制” > “基于 IPv4 的 ACL”。打开 “基于 IPv4 的 ACL”页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基于 IPv4 的 ACL。打开 “添加 ACL 名称”页面。

步骤  3 在 “ACL 名称”字段中输入 ACL 名称。名称区分大小写。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基于 IPv4 的 ACL 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删除基于 IPv4 的 ACL， 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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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单击 “基于 IPv4 的 ACE 表”，转到 “基于 IPv4 的 ACE”页面并未新添加的基于

IPv4 的 ACL 添加规则 （ACE）。

设置基于 IPv4 的 ACE

“基于 IPv4 的 ACE”页面可查看和创建基于 IPv4 的 ACE。

为基于 IPv4 的 ACL 添加规则 （ACE）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访问控制” > “基于 IPv4 的 ACE”。打开 “基于 IPv4 的 ACE”页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 ACL，然后单击 “确定”。显示此 ACL 相关的所有基于 IPv4 的 ACE。

步骤  3 单击 “添加”，为此 ACL 添加一条规则。打开 “ 添加基于 IPv4 的 ACE”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ACL 名称 — 显示 ACL 的名称。

• 序号 — 输入优先级。会先处理优先级较高的 ACE。 1 表示 高优先级。

• 操作 — 选择为与 ACE 匹配的数据包分配的操作。选项如下：

- 允许 — 转发符合 ACE 标准的数据包。

- 拒绝 — 丢弃符合 ACE 标准的数据包。

- 关闭 — 丢弃符合 ACE 标准的数据包，并禁用将数据包发送到的端口。可以

从 “端口管理”页面重新激活端口。

• 协议 — 选择该选项可根据一个特定协议或协议 ID 来创建 ACE。

- 任意 (IP) — 可接受所有 IP 协议

- 从列表中选择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协议之一：

ICMP — Internet 控制消息协议

IGMP — Internet 组管理协议

IP-in-IP — IP-in-IP 封装

TCP — 传输控制协议

EGP — 外部网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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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P — 内部网关协议

UDP — 用户数据报协议

HMP — 主机映射协议

RDP — 可靠数据报协议

IPV6 — IPv6-over-IPv4 隧道

IPV6:ROUT — 对属于通过一个网关的 IPv6-over-IPv4 路由的数据包进行匹

配

IPV6:FRAG — 对属于 IPv6-over-IPv4 碎片报头的数据包进行匹配

RSVP — 保留协议

IPV6:ICMP — Internet 控制消息协议

OSPF — 开放式 短路径优先

PIM — 协议独立组播

L2TP — 第 2 层隧道协议

- 要匹配的协议 ID — 手动输入协议 ID。

• 源 IP 地址 — 选择 “任意”接受所有源地址，或选择 “用户定义”手动输入一

个源地址或输入源地址的范围。

- 源 IP 地址值 — 输入要将源 IP 地址与其相匹配的 IP 地址。

- 源 IP 通配符掩码 — 输入掩码以定义 IP 地址的范围。

• 目的 IP 地址 — 选择 “任意”接受所有目标地址，或选择 “用户定义”手动输

入一个目标地址或输入目标地址的范围。

- 目的 IP 地址值 — 输入要将目标 IP 地址与其相匹配的 IP 地址。

- 目的 IP 通配符掩码 — 输入掩码以定义 IP 地址的范围。

• 源端口 — 请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任意 — 与所有源端口匹配。

- 单个 — 输入要将数据包与其相匹配的一个单独 TCP/UDP 源端口。

- 范围为 — 选择要将数据包与其相匹配的 TCP/UDP 源端口的范围。可配置

八个不同的端口范围 （源端口与目标端口共享）。 TCP 和 UDP 协议各有八

个端口范围。

• 目的端口 — 从与上述 “源端口”字段相同的一组值中选择一个可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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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您必须为 ACE 指定 IP 协议，才能输入源端口和 / 或目标端口。

• TCP 标签 — 选择要用来过滤数据包的一个或多个 TCP 标签。会转发或丢弃过

滤的数据包。通过 TCP 标签过滤数据包可以加强数据包控制，从而提高网络安

全性。标签设置按照顺序表示标签类型：Urg、Ack、Psh、Rst、Rst、 Syn 和

Fin。“1”表示设置，“0”表示未设置，“x”表示忽略。

• 服务类型 — 选择 IP 数据包的服务类型。

- 任意 — 任意服务类型。

- 要匹配的 DSCP — 与差分服务代码点 （DSCP） 相匹配。

- 要匹配的 IP 优先级 — 与 IP 优先级相匹配。

• ICMP — 如果 ACL 的 IP 协议为 ICMP，请选择用于过滤用途的 ICMP 消息类

型。按照名称选择消息类型或输入消息类型编号：

- 任意 — 可接受所有消息类型。

- 从列表中选择 — 按照名称选择消息类型。

- 要匹配的 ICMP 类型 — 要用于过滤用途的消息类型编号。

• ICMP 代码 — ICMP 消息可能有一个代码字段，指示如何处理消息。请选择以

下选项之一，以配置是否对此代码进行过滤：

- 任意 — 接受所有代码。

- 用户定义 — 输入用于过滤用途的 ICMP 代码。

• IGMP — 如果 ACL 基于 IGMP，请选择用于过滤用途的 IGMP 消息类型。按照

名称选择消息类型或输入消息类型编号：

- 任意 — 可接受所有消息类型。

- 从列表中选择 — 按照名称选择消息类型。

- 要匹配的 IGMP 类型 — 将用于过滤用途的消息类型编号。

步骤  5 单击 “应用”，添加基于 IPv4 的 ACE 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编辑基于 IPv4 的 ACE， 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编辑”。如需删除基于 IPv4 的

ACE， 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步骤  7 单击 “基于 IPv4 的 ACL”，转到 “基于 IPv4 的 ACL”页面并设置基于 IPv4 的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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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基于 IPv6 的 ACL

“基于 IPv6 的 ACL”页面可查看和创建基于 IPv6 的 ACL。基于 IPv6 的 ACL 会检查

单纯基于 IPv6 的流量。基于 IPv6 的 ACL 不会检查 IPv6-over-IPv4 或 ARP 数据包。

注 ACL 也用作流量定义的构建元素，流量定义用于进行每个流量的 QoS 处理。详见

“QoS 高级模式”。

设置基于 IPv6 的 ACL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访问控制” > “基于 IPv6 的 ACL”。打开 “基于 IPv6 的 ACL”页面。

步骤  2 单击 “添加”，添加基于 IPv6 的 ACL。打开 “添加 ACL 名称”页面。

步骤  3 在 “ACL 名称”字段中输入 ACL 名称。名称区分大小写。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基于 IPv6 的 ACL 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删除基于 IPv6 的 ACL， 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步骤  6 单击 “基于 IPv6 的 ACE 表”，转到 “基于 IPv6 的 ACE”页面并为新添加的基于

IPv6 的 ACL 添加规则 （ACE）。

设置基于 IPv6 的 ACE

“基于 IPv6 的 ACE”页面可查看和创建基于 IPv6 的 ACE。

为基于 IPv6 的 ACL 添加规则 （ACE）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访问控制” > “基于 IPv6 的 ACE”。打开 “基于 IPv6 的 ACE”页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 ACL，然后单击 “确定”。显示此 ACL 相关的所有基于 IPv6 的 ACE。

步骤  3 单击 “添加”，为此 ACL 添加一条规则。打开 “添加基于 IPv6 的 ACE”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ACL 名称 — 显示要为其添加 ACE 的 ACL 名称。

• 序号 — 输入优先级。会先处理优先级较高的 ACE。 1 表示 高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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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 — 选择为与 ACE 匹配的数据包分配的操作。选项如下：

- 允许 — 转发符合 ACE 标准的数据包。

- 拒绝 — 丢弃符合 ACE 标准的数据包。

- 关闭 — 丢弃符合 ACE 标准的数据包，并禁用将数据包发送到的端口。可以

从 “端口管理”页面重新激活端口。

• 协议 — 选择该选项可根据一个特定协议来创建 ACE。

- 任意 (IP) — 可接受所有 IP 协议。

- 从列表中选择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协议。

- 要匹配的协议 ID — 输入要匹配的协议的 ID。

• 源 IP 地址 — 选择 “任意”接受所有源地址，或选择 “用户定义”手动输入一

个源地址或输入源地址的范围。

- 源 IP 地址值 — 输入要将源 IP 地址与其相匹配的 IP 地址及其掩码 （如果相

关）。

- 源 IP 前 长度 — 输入源 IP 地址的前 长度。

• 目的 IP 地址 — 选择 “任意”接受所有目标地址，或选择 “用户定义”手动输

入一个目标地址或输入目标地址的范围。

- 目的 IP 地址值 — 输入要将目标 IP 地址与其相匹配的 IP 地址及其掩码（如果

相关）。

- 目的 IP 前 长度 — 输入 IP 地址的前 长度。

• 源端口 — 请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任意 — 与所有源端口匹配。

- 单个 — 输入要将数据包与其相匹配的一个单独 TCP/UDP 源端口。

- 范围为 — 选择要将数据包与其相匹配的 TCP/UDP 源端口的范围。

• 目的端口 — 选择一个可用的目的端口值。这些可用端口值与上述 “源端口”

字段中的可用值相同。

注 您必须为 ACL 指定 IPv6 协议，才能配置源端口和 / 或目标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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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 标签 — 选择要用来过滤数据包的一个或多个 TCP 标签。会转发或丢弃过

滤的数据包。通过 TCP 标签过滤数据包可以加强数据包控制，从而提高网络安

全性。标签设置按照顺序表示标签类型：Urg、Ack、Psh、Rst、Rst、 Syn 和

Fin。“1”表示设置，“0”表示未设置，“x”表示忽略。

- 设置 — 如果标签为 “设置”，则匹配。

- 未设置 — 如果标签为 “未设置”，则匹配。

- 忽略 — 忽略 TCP 标签。

• 服务类型 — 选择 IP 数据包的服务类型。

- 任意 — 任意服务类型。

- 要匹配的 DSCP — 与 DSCP 相匹配。

- 要匹配的 IP 优先级 — 与 IP 优先级相匹配。

• ICMP — 如果 ACL 基于 ICMP，请选择用于过滤用途的 ICMP 消息类型。按照

名称选择消息类型或输入消息类型编号。如果可接受所有消息类型，请选择

“任意”。

- 任意 — 可接受所有消息类型。

- 从列表中选择 — 从下拉列表中，按名称选择消息类型。

- 要匹配的 ICMP 类型 — 将用于过滤用途的消息类型编号。

• ICMP 代码 — ICMP 消息可能有一个代码字段，指示如何处理消息。请选择以

下选项之一，以配置是否对此代码进行过滤：

- 任意 — 接受所有代码。

- 用户定义 — 输入用于过滤用途的 ICMP 代码。

步骤  5 单击 “应用”，添加基于 IPv6 的 ACE 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编辑基于 IPv6 的 ACE， 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编辑”。如需删除基于 IPv6 的

ACE， 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步骤  7 单击 “基于 IPv6 的 ACL”，转到 “基于 IPv6 的 ACL”页面并设置基于 IPv6 的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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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ACL 绑定

将一个 ACL 与一个接口绑定后，交换机将该 ACL 的 ACE 规则应用于到达该接口的数

据包。交换机将与该 ACL 中任何 ACE 均不匹配的数据包与默认规则相匹配，该默认

规则的操作为丢弃不匹配的数据包。

虽然只能将每个接口与一个 ACL 绑定，但也可以将多个接口与同一 ACL 绑定，方法

是：将多个接口分组到一个策略映射，然后将该策略映射与该接口绑定。

将一个 ACL 与一个接口绑定后，便无法编辑、修改或删除该 ACL，直到您将其从与其

绑定或正在使用它的所有端口中删除。

将 ACL 与接口绑定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访问控制” > “ACL 绑定”。打开 “ACL 绑定”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根据选择的接口类型，显示该类型的

所有接口及其 ACL 绑定规则：

• 接口 — 显示接口编号。

• MAC ACL — 与接口绑定的基于 MAC 的 ACL （如果有）。

• IPv4 ACL — 与接口绑定的基于 IPv4 的 ACL （如果有）。

• IPv6 ACL — 与接口绑定的 基于 IPv6 的 ACL （如果有）。

步骤  3 要解除 ACL 与某接口的绑定关系，选择该接口并单击 “清除”。

步骤  4 如需编辑某一接口的 ACL 绑定，选择该接口并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ACL 绑

定”页面。

步骤  5 选择要将 ACL 与其绑定的接口，并选择绑定到该接口的 ACL 规则。

• 选择基于 MAC 的 ACL — 勾选此选项并选择要与该接口绑定的基于 MAC 的 

ACL。

• 选择基于 IPv4 的 ACL — 勾选此选项并选择要与该接口绑定的基于 IPv4 的 

ACL。

• 选择基于 IPv6 的 ACL — 勾选此选项并选择要与该接口绑定的基于 IPv6 的 

ACL。

注 接口不能同时帮定到基于 IPv4 的 ACL 和基于 IPv6 的 ACL。

步骤  6 单击 “应用”，修改 ACL 绑定规则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注 如果不选择任何 ACL，则会解除之前与该接口绑定的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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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如需将某一端口的 ACL 绑定设置复制到另一个端口，选择一个源端口然后单击 “复

制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端口，然后单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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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服务质量

在整个网络中应用服务质量（quality of service, QoS）功能，可确保根据所需的标准

设置网络流量的优先级，从而优先处理所需的流量。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交换机的 QoS 功能，包含以下内容：

• QoS 功能和组件

• 基本 QoS 设置

• QoS 基本模式

• QoS 高级模式

QoS 功能和组件

QoS 功能可用于优化网络性能，包括：

• 流量分类 — 根据数据包内容和 / 或接口，将每个传入数据包分类为属于特定数

据流。分类操作由 ACL （访问控制列表）完成，并且仅对符合 ACL 标准的流

量进行 CoS （Cost of Service）或 QoS 分类。

• 分配到硬件队列 — 将传入数据包分配给转发队列。数据包所属流量类别所具有

的功能会将数据包发送到特定的队列进行处理。

• 其他流量分类处理属性 — 将 QoS 机制应用到各种类别，包括带宽限制。

MS200X 交换机支持以下 QoS 模式，选择的 QoS 模式将应用到系统中的所有接口。

• 基本模式 — 服务等级 （CoS）。将对类别相同的所有流量进行相同的处理，这

是根据传入帧中指明的 QoS 值确定出站接口上的出站队列的唯一 QoS 操作。

在基本模式下工作时，交换机信任此外部分配的 QoS 值。数据包的外部分配

QoS 值将决定其流量类别和 QoS。

• 高级模式 — 每数据流服务质量 （QoS）。在高级模式中，每数据流 QoS 由一

个类映射和一个策略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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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映射定义数据流中的流量类型，其中包含一个 ACL。符合 ACL 的数据包将

属于该数据流。

- 策略器会将配置的 QoS 应用到数据流。数据流的 QoS 配置可由出站队列、

DSCP 或 CoS/802.1p 值，以及对超出预约带宽 （超限）的流量执行的操

作组成。

• 禁用模式 — 在此模式中，会将所有流量映射到单个尽力服务队列，以便为所有

类型的流量设置相同的优先级。

注 在一个时刻只能有一种模式处于活动状态。如果将系统配置为在 QoS 高级模式下工

作，则 QoS 基本模式的设置将处于非活动状态，反之亦然。

如果更改 QoS 模式，将发生以下情况：

• 如果从 QoS 高级模式更改为任何其他模式，将会删除 QoS 策略和类映射。直接

绑定到接口的 ACL 会保持绑定状态。

• 如果从 QoS 基本模式更改为高级模式，将不会保留基本模式下的 QoS 信任模式

配置。

• 如果禁用 QoS，会将整形程序和队列设置 （带宽限制设置）重置为默认值。

• 所有其他用户配置将保持不变。

基本 QoS 设置

设置 QoS 属性

“QoS 属性”页面可设置交换机的 QoS 模式，并定义每个接口默认的 CoS 优先级。

设置 QoS 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QoS 属性”。打开 “QoS 属性”页面。

步骤  2 在 “QoS 模式”栏，选择交换机的 QoS 工作模式 （禁用模式、基本模式或高级模

式），然后单击 “应用”。关于 QoS 工作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考 “QoS 功能和组

件”。

步骤  3 在 “接口 QoS 配置表”栏，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

“接口 QoS 配置表”中将显示所有端口或 LAG 的默认 CoS 优先级。

步骤  4 如需修改接口的默认 CoS 优先级，选择一个接口并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 QoS
属性”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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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编辑的端口或 LAG。

• 默认CoS — 选择不包含VLAN标签的传入数据包所指定的CoS值。设置范围为 

0-7，默认为 0。此默认值仅对未添加标签的帧有效，并且仅在交换机工作在

QoS 基本模式且在信任模式设为 CoS/802.1p 的情况下有效。

步骤  6 单击 “应用”，设置接口的默认 CoS 值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7 如需将接口的 CoS 优先级设置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勾选相应的接口然后单击 “恢

复默认配置 ”。

步骤  8 如需将一个接口的 CoS 优先级设置复制到另一个接口，选择一个源接口然后单击

“复制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接口，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 QoS 队列

交换机在每个接口支持 8 个队列。队列 8 为 高优先级队列，而队列 1 为 低优先级

队列。

交换机支持两种处理队列中流量的方式：严格优先级（Strict Priority，SP）和加权轮

询 （Weighted Round Robin， WRR）。

• 严格优先级 — 先传输 高优先级队列中的出站流量。 高优先级队列传输完

毕后，才会处理更低优先级队列中的流量，从而为队列 8 提供 高的流量处理

优先级。

• WRR— 在 WRR 模式下，从队列发送的数据包数量与队列权重成正比。权重越

高，发送的帧越多。

“队列”页面中可设置排队模式。如果排队模式为严格优先级，则优先级将决定处理

队列的顺序，从队列 8 （ 高优先级队列）开始处理，每当完成一个队列后就继续处

理下一个优先级的队列。如果排队模式为 WRR，则会按照配额处理队列，在一个队列

的配额用尽后开始处理另一个队列。

也可以将部分较低优先级的队列指定为 WRR 模式，同时保持部分较高优先级的队列

为严格优先级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严格优先级队列中的流量会始终先于 WRR 队列

中的流量发送。仅当严格优先级队列中的流量发送完毕后才会转发 WRR 队列中的流

量。每个 WRR 队列的相对配额取决于其权重。

设置队列优先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队列”。打开 “队列”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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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列 — 显示队列编号。

• 调度类型 —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严格优先级 — 针对所选队列及所有更高优先级队列的流量调度将严格遵循

队列优先级。

- WRR — 针对所选队列的流量调度将遵循 WRR。在不为空的 WRR 队列（表

示队列具有要输出的描述符）之间划分时段。仅当严格优先级队列为空时，

才会采用此方法。

- WRR 加权 — 如果选择了 WRR，请设置分配给队列的 WRR 权重。设置范围

为 1-127。系统将根据 WRR 加权值自动计算其 WRR 带宽百分比。

• WRR 带宽百分比 — 显示已为队列分配的带宽百分比。这些值表示 WRR 权重的

百分比。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队列优先级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将 CoS/802.1P 映射到队列

“CoS/802.1p 映射到队列”页面可将 802.1p 优先级映射到出站队列。交换机将根据

传入数据包 VLAN 标签中的 802.1p 优先级确定数据包的出站队列。对于未添加标签

的传入数据包， 802.1p 优先级将使用指定给入站接口的默认 CoS/802.1p 优先级。

通过更改 CoS/802.1p 到队列映射和队列调度方法及带宽分配，可以在网络中达到所

需的服务质量。仅当存在以下条件之一时， CoS/802.1p 到队列映射才适用：

• 交换机工作在 QoS 基本模式且信任模式设为 CoS/802.1p。

• 交换机工作在 QoS 高级模式且数据包属于 CoS/802.1p 信任数据流。

将 802.1p 优先级值映射到出站队列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CoS/802.1p 映射到队列”。打开 “CoS/802.1p
映射到队列”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802.1p — 显示要指定给出站队列的 802.1p 优先级值，其中 0 为 低优先级，7
为 高优先级。

• 输出队列 — 选择 802.1p 优先级所映射的出站队列。支持 8 个出站队列，其中队

列 8 优先级 高，队列 1 优先级 低。

步骤  3 单击 “应用”，将 802.1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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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单击 “恢复出厂设置”，将映射到所有出站队列的 802.1p 优先级值恢复到出厂默认设

置。

将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页面可将 IP 优先级映射到出站队列。

将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服务质量” > “一般” >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打开“IP 优先级映射到队

列”页面。

步骤  2 选择 IP 优先级所映射的出站队列 （流量转发队列）。

步骤  3 单击 “应用”，将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4 单击 “恢复出厂设置”，将映射到所有队列的 IP 优先级值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

将 DSCP 映射到队列

“DSCP 映射到队列”页面可将 DSCP 值映射到出站队列。交换机可根据传入 IP 数据

包的 DSCP 值确定数据包的出站队列。数据包的原始 VPT （VLAN 优先级标签）不

会发生更改。

只需更改 DSCP 映射到队列映射和队列调度方法及带宽分配，即可在网络中达到所需

的服务质量。 DSCP 到队列映射仅在以下条件下适用于 IP 数据包：

• 交换机工作在 QoS 基本模式且信任模式设为 DSCP。

• 交换机工作在 QoS 高级模式且数据包属于 DSCP 信任数据流。

注 交换机始终将非 IP 数据包分类为尽力服务队列。

将 DSCP 映射到队列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DSCP 映射到队列”。打开 “DSCP 映射到队列”

页面。

“入站 DSCP”字段显示传入数据包中的 DSCP 值及其关联类别。

步骤  2 选择 DSCP 值所映射的出站队列 （流量转发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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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 “应用”，将 DSCP 值映射到队列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4 单击 “恢复出厂设置”，将映射到所有队列的 DSCP 值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

将队列映射到 CoS/802.1p

“队列映射到 CoS/802.1p”页面可使端口针对每个队列出来的数据的重新标记其

CoS 优先级，以便为入站数据执行下一次 QoS 功能。

将出站队列映射到 CoS/802.1p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队列映射到 CoS/802.1p”。打开 “队列映射到

CoS/802.1p”页面。

步骤  2 选择出站队列 （流量转发队列）所映射的 CoS 优先级值。

步骤  3 单击 “应用”，将出站队列映射到 CoS/802.1p 优先级值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4 单击 “恢复出厂设置”，将所有队列所映射的 CoS 优先级值还原为出厂默认设置。

将队列映射到 IP 优先级

“队列映射到 IP 优先级”页面可使端口针对每个队列出来的数据重新标记其 IP 优先

级，以便入站数据进行下一次 QoS 功能。

将出站队列映射到 IP 优先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队列映射到 IP 优先级”。打开 “队列映射到 IP 优

先级”页面。

步骤  2 选择出站队列 （流量转发队列）所映射的 IP 优先级值。

步骤  3 单击 “应用”，将出站队列映射到 IP 优先级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4 单击 “恢复出厂设置”，将所有队列所映射的 IP 优先级值还原为出厂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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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队列映射到 DSCP

“队列映射到 DSCP”页面可使端口针对每个队列出来的数据重新标记其 DSCP 值，

以便入站数据进行下一次 QoS 功能。

将出站队列映射到 IP 优先级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队列映射到 DSCP”。打开 “队列映射到 DSCP”

页面。

步骤  2 选择出站队列 （流量转发队列）所映射的 DSCP 值。

步骤  3 单击 “应用”，将出站队列映射到 DSCP 值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4 单击 “恢复出厂设置 ”，将所有队列所映射的 DSCP 值还原为出厂默认设置。

设置接口重新标记

“接口重新标记设置”页面可分别重新标记端口的出站数据的 CoS/802.1p、 IP 优先级

和 / 或 DSCP 值。可同时重新标记 CoS/802.1p 和 IP 优先级值，或同时重新标记

DSCP 和 IP 优先级值，但不能同时重新标记 CoS/802.1p 和 DSCP 值。

设置接口重新标记功能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接口重新标记设置”。打开 “接口重新标记设置”

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

步骤  3 如需编辑接口的重新标记设置，选择一个接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接口重

新标记设置”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设置的端口或 LAG。

• 重新标记 CoS — 勾选“启用”在此端口上应用“队列映射到 CoS/802.1p”配

置，即重新标记其 CoS 值。

• 重新标记 DSCP — 勾选“启用”在此端口上应用“队列映射到 DSCP”配置，

即重新标记其 DSCP 值。

• 重新标记 IP 优先级 — 勾选“启用”在此端口上应用“队列映射到 IP 优先级”

配置，即重新标记其 IP 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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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不能同时启用 “重新标记 CoS”和 “重新标记 DSCP”选项。

步骤  5 单击 “应用”，设置接口重新标记功能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将一个接口的重新标记设置复制到另一个接口，选择一个源接口然后单击 “复制

设置 ”。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接口，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带宽限制

“带宽限制”页面可设置入站速率限制和出站整形速率来确定系统可以接收和发送的

流量。此功能要求先启用 QoS 基本模式或 QoS 高级模式才能生效。

设置带宽限制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带宽限制”。打开 “带宽限制”页面。

步骤  2 如需编辑接口的带宽限制设置，选择一个接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带宽限

制”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限制带宽的端口。

• 入站速率限制 — 勾选 “启用”，启用入站速率限制功能。入站速率限制是入站

接口每秒能够接收的位数，超过此限制的带宽将被丢弃。

• 入站速率限制 — 在此字段输入接口所允许的 大带宽。

• 出站整形速率 — 勾选 “启用”，在接口上启用出站整形。

• 承诺的信息传输速率 — （Committed Information Rate， CIR）在此字段输入

出站接口的 大带宽。 CIR 设置允许在出站接口上发送的平均 大数据量。

• 承诺突发数据大小 — （Committed Burst Size， CBS）在此字段输入出站接

口的 大突发数据量。即使此数据量会暂时增大带宽，使其超出允许的限制，

仍可发送这些数据。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置接口的带宽限制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将一个接口的带宽限制设置复制到另一个接口，选择一个源接口并单击 “复制设

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接口，然后单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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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每队列的出站整形

除限制每接口的传输速率 （在 “带宽限制”页面中完成）之外，交换机还可以在每队

列每接口基础上，限制所选出站帧的传输速率。出站速率限制由输出负载整形功能执

行。此功能要求先启用 QoS 基本模式或 QoS 高级模式才能生效。

交换机将限制除管理帧以外的所有帧。在速率计算中将忽略所有未限制的帧，表示其

大小不包括在总限制之内。

设置每队列出站整形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队列出站整形”。打开 “队列出站整形”页面。

步骤  2 如需编辑接口的队列出站整形设置，选择一个接口然后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队

列出站整形”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设置的端口。

• 启用 — 勾选 “启用”，可针对队列启用出站整形功能。

• 承诺的信息传输速率 — 输入每队列允许的 大带宽。CIR 是能够发送的平均

大数据量。

• 承诺突发数据大小 — 输入 大突发数据量。 CBS 是允许发送的 大突发数据

量，在突发数据量超过 CIR 的情况下会照常发送。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置队列出站整形功能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将一个接口的出站整形设置复制到另一个接口，选择一个源接口然后单击 “复制

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接口，然后单击 “应用”。

设置 VLAN 入站速率限制

通过 VLAN 入站速率限制，可实现 VLAN 上的流量限制。 QoS 速率限制 （在 “策略

表”页面中配置）的优先级高于 VLAN 入站速率限制。例如，如果数据包既受 QoS
速率限制，也受 VLAN 入站速率限制，则这两种速率限制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QoS 速率限制优先。此功能要求先启用 QoS 基本模式或 QoS 高级模式才能生效。

如果配置了 VLAN 入站速率限制，它将限制从交换机上的所有接口汇总的流量。

VLAN 入站速率限制功能在设备层面配置，而 QoS 速率限制将分别应用到网络中的每

台设备。如果系统中存在多台设备，则配置的 VLAN 入站速率限制值将分别应用到这

两台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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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VLAN 入站速率限制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VLAN 入站速率限制”。打开 “VLAN 入站速率限

制”页面。

步骤  2 如需添加 VLAN 入站速率限制规则，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 VLAN 入站速率限

制”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VLAN ID — 选择要限制入站流量的 VLAN。

• 承诺的信息传输速率 — 输入 VLAN 可以接受的平均 大数据量。

• 承诺突发数据大小 — 输入 VLAN 的 大突发数据量。即使此数据量会暂时增大

带宽，使其超出允许的限制，仍可以发送这些数据。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 VLAN 入站速率限制规则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VLAN 端口入站速率限制

“VLAN 端口入站速率限制”页面可限制端口上的入站速率。如果配置了 VLAN 端口入

站速率限制，它将限制从交换机上特定的接口汇总的流量。此功能要求先启用 QoS 基

本模式或 QoS 高级模式才能生效。

注 同时启用 “带宽限制”和 “VLAN 端口入站速率限制”功能时，速率限制值较小的设

置生效。

设置 VLAN 端口入站速率限制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一般” > “VLAN 端口入站速率限制”。打开 “VLAN 端口入

站速率限制”页面。

步骤  2 如需添加 VLAN 端口入站速率限制规则，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 VLAN 端口入站

速率限制”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VLAN ID — 选择要限制入站流量的 VLAN。

• 承诺的信息传输速率 — 输入 VLAN 可以接受的平均 大数据量。

• 承诺突发数据大小 — 输入 VLAN 的 大突发数据量。即使此数据量会暂时增大

带宽，使其超出允许的限制，仍可以发送这些数据。

• 接口 — 输入入站流量的端口 （端口必须为绑定到所选 VLAN 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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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 VLAN 端口入站速率限制规则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QoS 基本模式

QoS 基本模式可以将网络中的特定域定义为信任域。在该域中，将使用 802.1p 优先

级、 DSCP 或 IP 优先级标记数据包，以标志数据包需要的服务类型。该域中的节点可

使用这些字段将数据包分配给特定的出站队列。 初的数据包分类和对这些字段的标

记是在信任域的入站流量中完成的。

要设置 QoS 基本模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 将交换机的 QoS 工作模式设为基本模式。详见 “设置 QoS 属性”。

• 选择 QoS 信任模式。交换机支持 CoS/802.1p 信任模式、DSCP 信任模式、IP 优

先级信任模式和 CoS/802.1p-DSCP 信任模式。详见 “设置基本 QoS 信任模

式”。

• 如果存在任何不该信任传入 CoS 标记的例外接口，在“接口设置”页面禁用该

接口上的 QoS 功能。如果接口被禁用 QoS，则其所有入站数据包均将按照尽

力服务规则转发。详见 “启用或禁用接口 QoS 功能”。

设置基本 QoS 信任模式

“全局设置”页面可选择 QoS 基本模式下的信任模式。进入 QoS 域的数据包将在

QoS 域的边缘进行分类。

设置 QoS 基本模式下的信任模式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QoS 基本模式” > “全局设置”。打开 “全局设置”页面。

步骤  2 信任模式将确定数据包所分配的队列。选择以下信任模式之一：

• CoS/802.1p — 根据 VLAN 标签中的 VPT 字段或每接口的默认 CoS/802.1p 值

（如果传入数据包中没有 VLAN 标签）将流量映射到队列。实际的 CoS 值到队

列映射可以在 “CoS/802.1p 映射到队列”页面中配置。

• DSCP — 根据 IP 报头中的DSCP字段将所有 IP流量映射到队列。实际的DSCP
到队列映射可以在 “DSCP 映射到队列”页面中配置。如果流量不是 IP 流量，

系统会将其映射到尽力服务队列。

• IP优先级 — IP优先级是一种ToS模型，为网络提供合适的QoS承诺。实际的 IP
优先级到队列映射可以在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页面中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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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802.1p-DSCP — 自动选择按照CoS优先级或DSCP标签将流量映射到队

列。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 QoS 基本模式的信任模式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启用或禁用接口 QoS 功能

“接口配置”页面可在交换机的每个接口上启用或禁用 QoS。

启用或禁用接口的 QoS 功能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QoS 基本模式” > “接口设置”。打开 “接口设置”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

“QoS 状态”字段显示是否在接口上启用了 QoS 功能。

步骤  3 如需修改接口的 QoS 设置，选择一个接口并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接口设置”

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设置的端口或 LAG。

• QoS 状态 — 在该接口上启用或禁用 QoS 功能。

- 如禁用接口 QoS 状态，接口上的所有入站流量均被映射到尽力服务队列，并

且不进行任何分类或优先级划分。

- 如启用接口 QoS 状态，接口将根据在整个系统中设置的信任模式，为入站流

量设置优先级。

步骤  5 单击 “应用”，启用或禁用接口的 QoS 功能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将一个接口的 QoS 状态设置复制到另一个接口，选择一个源接口然后单击 “复

制设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接口，然后单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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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高级模式

符合 ACL 并被允许进入的帧将使用允许其进入的 ACL 的名称进行隐式标记。然后，

即可将 QoS 高级模式操作应用到这些数据流。

高级 QoS 设置由三部分组成：

• 要符合的规则的定义。符合单独的一组规则的所有帧将被视为一个数据流。

• 要对每个数据流中符合规则的帧应用的操作的定义。

• 将规则和操作的组合绑定至一个或多个接口。

在 QoS 高级模式中，交换机会使用策略支持每个数据流的 QoS。策略及其组件具有

以下特性及关系：

• 一个 QoS 策略包含一个或多个类映射。

• 类映射使用关联的 ACL 定义数据流。仅符合带许可（转发）操作的类映射中的 

ACL 规则 （ACE） 的数据包将被视为属于同一个数据流，将遵循相同的服务质

量。因此， QoS 策略包含一个或多个数据流，每个数据流均有一个用户定义的

QoS。

• 类映射（数据流）的 QoS 由关联的策略器强制执行。交换机支持单策略器和集

合策略器。每种策略器通过一个 QoS 规格进行配置。单策略器可根据相应的策

略器 QoS 规格将 QoS 应用到单个类映射，从而应用到单个数据流。集合策略

器可将 QoS 应用到一个或多个类映射，从而应用到一个或多个数据流。集合策

略器可以支持来自不同策略的类映射。

• 通过将策略绑定至所需的接口，可将每数据流 QoS 应用到数据流。可以将一个

策略及其类映射绑定至一个或多个接口，但每个接口 多只能与一个策略绑

定。

注 设置 QoS 高级模式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不论策略为何，均可以将一个 ACL 配置到一个或多个类映射。

• 一个类映射只能属于一个策略。

• 将使用单策略器的类映射绑定至多个接口时，每个接口都具有其自己的单策略

器实例。每个实例在相互独立的接口处对该类映射应用 QoS。

• 不论策略和接口为何，集合策略器均会将 QoS 应用到其在集合中的所有数据

流。

要设置 QoS 高级模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 将交换机的 QoS 工作模式设置为高级模式。详见 “设置 Qo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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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QoS 高级模式下的信任模式。详见 “设置高级 QoS 信任模式”。

• 按 “创建 ACL 工作流程”中所述创建 ACL。

• 如果定义了 ACL，使用“类映射”页面创建类映射并将 ACL 与创建的类映射相

关联。详见 “设置类映射”。

• 使用 “策略表”页面创建策略。详见 “设置策略”。

• 使用 “策略类映射”页面将策略与一个或多个类映射相关联。详见 “设置策略

类映射”。

• 您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将类映射关联至策略时，通过将策略器指定给类映射来

指定 QoS。

- 单策略器 — 使用 “策略类映射”页面和 “类映射”页面创建将类映射与单

策略器关联的策略。在该策略内，定义单策略器。

- 集合策略器 — 使用 “集合策略器”页面针对每个数据流创建如下 QoS 操

作：将所有符合的帧发送到同一个策略器 （详见 “设置集合策略器”）。然

后使用 “策略类映射”页面创建将类映射与集合策略器关联的策略。

• 使用 “策略绑定”页面将策略绑定至接口。详见 “设置策略绑定”。

设置高级 QoS 信任模式

“全局设置”页面可设置 QoS 高级模式下的信任模式和默认信任状态。

设置 QoS 高级模式下的信任模式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QoS 高级模式” > “全局设置”。打开 “全局设置”页面。

步骤  2 设定以下参数：

• 信任模式：选择 QoS 高级模式下的信任模式。可选选项包括：

- CoS/802.1p — 根据 VLAN 标签中的 VPT 字段或每接口的默认 CoS/802.1p
值 （如果传入数据包中没有 VLAN 标签）将流量映射到队列。实际的 CoS
值到队列映射可以在 “CoS/802.1p 映射到队列”页面中配置。

- DSCP — 将根据 IP 报头中的 DSCP 字段将所有 IP 流量映射到队列。实际的

DSCP 到队列映射可以在 “DSCP 映射到队列”页面中配置。如果流量不

是 IP 流量，系统会将其映射到尽力服务队列。

- IP优先级 — IP优先级是一种ToS模型，为网络提供合适的QoS承诺。实际的

IP 优先级到队列映射可以在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页面中配置。

- CoS/802.1p-DSCP — 自动选择按照 CoS 等级或 DSCP 标签映射到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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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信任状态 — 选择默认的信任状态：受信任或不受信任 。默认状态下，不

匹配任何 ACL 的数据流默认进入队列 1。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 QoS 高级模式的信任模式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类映射

“类映射”页面可查看和设置类映射。类映射使用 ACL 定义数据流。与同一个类映射

匹配的数据包将被视为属于同一个数据流。

注 设置类映射不会对 QoS 产生任何影响；这是一个过渡性步骤，作用是启用将在后续使

用的类映射。

如果需要更复杂的规则集合，可以将多个类映射分组为一个超级组，该组称为策略。

详情请参阅 “设置策略”一节。

设置类映射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QoS 高级模式” > “类映射”。打开 “类映射”页面。

步骤  2 如需添加一个类映射，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类映射”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类映射名称 — 输入新类映射的名称。

• 匹配 ACL 类型 — 选择一个 ACL 将匹配的数据包视为同一个数据流。

- IP — 数据包必须与设定的基于 IP 的 ACL 匹配。

- MAC — 数据包必须与设定的基于 MAC 的 ACL 匹配。

- MAC or IP— 数据包必须与设定的基于 IP的ACL或基于MAC的ACL匹配。

• IP — 为类映射选择基于 IPv4 的 ACL 或基于 IPv6 的 ACL。

• MAC — 为类映射选择基于 MAC 的 ACL。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类映射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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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集合策略器

您可以测量符合一组预定义规则的流量的速率及强制执行限制，如限制接口上允许的

文件传输流量的速率。这可以通过在类映射中使用 ACL 以匹配所需的流量，以及使用

策略器对匹配的流量应用 QoS 来实现。

策略器通过 QoS 规格进行配置。存在两种类型的策略器：

• 单 （常规）策略器 — 单策略器会将 QoS 应用到单个类映射，以及基于策略器

的 QoS 规格的单个数据流。将使用单策略器的类映射绑定至多个接口时，每个

接口都具有其自己的单策略器实例；每个实例在相互独立的接口处对该类映射

应用 QoS。单策略器在 “策略类映射”页面中创建。

• 集合策略器 — 集合策略器可将QoS应用到一个或多个类映射，从而应用到一个

或多个数据流。集合策略器可以支持来自不同策略的类映射。不论策略和接口

为何，集合策略器均会将 QoS 应用到其在汇总中的所有数据流。集合策略器在

“集合策略器”页面中创建。如果要与多个类共享策略器，请定义集合策略器。

每个策略器均使用其自己的 QoS 规则，通过以下参数的组合进行定义：

• 所允许的 大速率，称为承诺信息速率 （CIR）。

• 以字节表示的流量，称为承诺的 大突发流量 （CBS）。这是允许作为临时突

发数据传输的流量，即便其超出了所定义的 大速率也会照常传输。

• 将对超出限制的帧 （称为超出预约带宽的流量）应用的操作，可以如常传输或

放弃这些帧。

将类映射添加到策略的同时会为该类映射指定策略器。如果策略器为集合策略器，则

必须使用 “集合策略器”页面进行创建。

设置集合策略器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QoS 高级模式” > “集合策略器”。打开 “集合策略器”页

面。

步骤  2 如需添加一个集合策略器，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集合策略器”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集合策略器名称 — 输入集合策略器的名称。

• 入站承诺的信息传输速率 — 输入所允许的 大带宽。

• 入站承诺突发数据大小 — 输入 大突发数据量 （即使其超出 CIR）。

• 超出操作 — 选择要对超出 CIR 的传入数据包执行的操作。

- 转发 — 转发超出已定义的 CIR 值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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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弃 — 丢弃超出已定义的 CIR 值的数据包。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集合策略器并更新交换机运行配置。

设置策略

“策略表”页面可设置 QoS 策略。只有绑定到接口的策略才有效 （详见 “设置策略

绑定”）。添加策略后，可打开 “策略类映射”页面将类映射关联到此策略。

设置 QoS 策略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QoS 高级模式” > “策略表”。打开 “策略表”页面。

步骤  2 如需添加一条 QoS 策略，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策略表”页面。

步骤  3 在 “新策略名称”字段中输入新策略的名称。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 QoS 策略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单击 “策略类映射表”，转到 “策略类映射”页面查看或设置策略类映射。

设置策略类映射

可以在一个策略中添加一个或多个类映射。策略类映射被视为属于同一个数据流的数

据包的类型。

在策略中添加类映射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QoS 高级模式” > “策略类映射”。打开 “策略类映射”页

面。

步骤  2 选择一个 QoS 策略，然后单击 “确定”。显示关联到此策略的所有类映射。

步骤  3 如需添加策略类映射，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策略类映射”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策略名称 — 显示要在其中添加类映射的策略。

• 类映射名称 — 选择要与该策略关联的类映射。

• 操作类型 — 根据所有匹配数据包的入站 CoS/802.1p 值和 / 或 DSCP 值选择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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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 忽略入站CoS/802.1p和/或DSCP值。将按尽力服务模式发送匹配数据

包。

- 始终信任 — 交换机将信任匹配数据包的CoS/802.1p和DSCP。如果为 IP数

据包，交换机会根据数据包的 DSCP 值及 “DSCP 映射到队列表”将数据

包放入出站队列。否则，将根据数据包的 CoS/802.1p 值及 “CoS/802.1p
映射到队列表”指定数据包的出站队列。

- 设置队列到 — 选择匹配数据包的出站队列。

• 监管类型 — 为策略选择策略器类型。可选项包括：

- 无 — 不使用任何策略。

- 单个 — 策略器为单策略器。

- 集合 — 策略器为集合策略器。

• 集合策略器 — 如果监管类型为 “集合”，请选择定义的集合策略器。

• 入站承诺的信息传输速率 — 如果监管类型为 “单个”，输入所允许的 大带

宽。

• 入站承诺突发数据大小 — 如果监管类型为“单个”，输入 大突发数据量（即

使其超出 CIR）。

• 超出操作 — 选择要对超出 CIR 的传入数据包执行的操作。选项如下：

- 转发 — 转发超出已定义的 CIR 值的数据包。

- 丢弃 — 丢弃超出已定义的 CIR 值的数据包。

步骤  5 单击 “应用”，添加策略类映射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点击 “策略表”，转到 “策略表”页面查看 QoS 策略的详细信息。

设置策略绑定

“策略绑定”页面显示接口绑定的策略。如果将策略绑定到特定接口，则该策略仅在

该接口有效。一个接口只能配置一个策略，但一个策略可以绑定至多个接口。

将策略绑定至接口后，该策略会过滤入站流量，并将 QoS 应用到属于策略中定义的数

据流的入站流量。该策略不会应用到输出到同一接口的流量。

注 要编辑策略，必须先将其从所绑定的接口删除 （解除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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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策略绑定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服务质量” > “QoS 高级模式” > “策略绑定”。打开 “策略绑定”页面。

步骤  2 选择接口类型 （端口或 LAG），单击 “确定”。

步骤  3 如需编辑接口的策略绑定，选择相应的接口并单击 “编辑”。打开 “编辑策略绑定”

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接口 — 选择要设置的接口类型和相应的端口。

• 选择策略名称 — 选择一条策略将其绑定到指定的端口。

步骤  5 单击 “应用”，编辑接口的策略绑定设置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解除接口所有绑定的策略，选择相应的接口然后单击 “清除”。

步骤  7 如需将一个接口的策略绑定设置复制到另一个接口，选择一个源接口然后单击 “复制

配置”。在打开的窗口中指定要复制到的目标接口，然后单击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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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NMP

本章介绍如何设置交换机的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SNMP） 功能，包括以下内容：

• SNMP 版本和工作流程

• 设置 SNMP 引擎 ID

• 设置 SNMP 视图

• 设置 SNMP 组

• 管理 SNMP 用户

• 设置 SNMP Communities

• 设置 SNMP 通知接收设备

SNMP 版本和工作流程

MS200X 交换机可作为 SNMP 代理，并且支持 SNMP v1、 v2 和 v3。 MS200X 交换

机还可以使用其支持的 MIB 中定义的 Trap，将系统事件报告给 Trap 接收器。

SNMPv1 和 v2

为控制对系统的访问，系统会定义一个 SNMP Community 条目列表。每个 SNMP 

Community 条目由一个 Community 字符串及其访问权限组成。系统只对包含适当

Community 字符串和操作的 SNMP 消息作出响应。

SNMP 代理会维护用于管理交换机的变量列表。这些变量在管理信息库 （MIB） 中定

义。 MIB 中包含由代理控制的变量。

注 SNMPv2 协议具有已知的安全性漏洞，因此建议使用 SNMP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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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v3

除具备 SNMPv1 和 v2 提供的功能外， SNMPv3 还可将访问控制和新的 Trap 机制应

用到 SNMPv1 和 SNMPv2 PDU。 SNMPv3 还可定义用户安全模式，该模式包括：

• 认证 — 提供数据完整性和数据源验证。

• 隐私 — 防止消息内容泄露。使用密码块链接技术进行加密。可以只对 SNMP 消

息启用验证功能，也可以一并启用验证和保密功能。但无法在不启用验证功能

的情况下单独启用保密功能。

• 时间性 — 防止消息延迟或反演攻击。SNMP 代理会将传入消息的时间戳与消息

的到达时间进行比较。

• 密钥管理 — 定义密钥生成、密钥更新和密钥使用。交换机支持基于对象 ID
（Object ID， OID）的 SNMP 通知过滤器。 OID 由系统用来管理设备功能。

SNMP 工作流程

默认情况下，交换机禁用 SNMP 功能。在设置交换机的 SNMP 相关参数之前，请首

先在 “安全” > “TCP/UDP 服务”页面启用 SNMP 服务。详见 “设置 TCP/UDP
服务”。

SNMPv1,2 工作流程

如果决定使用 SNMPv1 或 v2，请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1 如有必要，设置 SNMP 视图。详见 “设置 SNMP 视图”。

步骤  2 设置 SNMP 组，并将 SNMP 视图绑定到 SNMP 组。详见 “设置 SNMP 组”。

步骤  3 设置 SNMP Community。可以将该 Community 与访问权限和 SNMP 视图相关联

（在基本模式下），也可以将其与 SNMP 组相关联 （在高级模式下）。详见 “设置

SNMP Communities”。

• 基本模式 — 可以将 Community 的访问权限设置为只读或读写。也可以将

Community 的访问权限限制为只能通过视图访问特定的 MIB 对象。

• 高级模式 — Community 的访问权限由 SNMP 组来定义。可以使用特定的安全

模式来设置 SNMP 组。

步骤  4 设置 SNMPv1,2 通知接收器。详见 “设置 SNMPv1,2 通知接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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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v3 工作流程

如果决定使用 SNMPv3，请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1 设置 SNMP 引擎 ID。只需定义一次。详见 “设置 SNMP 引擎 ID”。

步骤  2 如有必要，设置 SNMP 视图。详见 “设置 SNMP 视图”。

步骤  3 设置 SNMP 组，并将 SNMP 视图绑定到 SNMP 组。详见 “设置 SNMP 组”。

步骤  4 设置 SNMP 用户，并将 SNMP 用户与 SNMP 组相关联。详见 “管理 SNMP 用户”。

步骤  5 设置 SNMPv3 通知接收器。详见 “设置 SNMPv3 通知接收设备”。

支持的 MIB

MS200X 交换机支持以下 MIB：

• RFC1213 MIB-II

• RFC1215 Generic-Traps MIB

• RFC2618 RADIUS Client MIB

• RFC2674 Bridge MIB Extension

• RFC2737 Entity MIB

• RFC2819 RMON

• RFC2863 The Interface Group MIB

• RFC3164 Syslog MIB

• RFC3621 POWER-ETHERNET-MIB ( 仅适用于 MS200X-24P 交换机 )

• RFC3635 EtherLike MIB

• RFC4188 Bridge MIB

• SNMP-COMMUNITY MIB

• SNMP-MIB

• LLDP-MIB

• LLDP-EXT-MED-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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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E802.3 Annex 30C MIB

• CISCO-CDP-MIB

• CISCO-ENVMON-MIB

• CISCO-IMAGE-MIB

• CISCO-PORT-SECURITY-MIB

对象 ID (OID)

下别列出了不同交换机型号的对象 ID：

设置 SNMP 引擎 ID

SNMP 引擎 ID 仅由 SNMPv3 实体用来唯一标识其自身。 SNMP 代理被视为权威 

SNMP 引擎。每个 SNMP 代理都会保留 SNMPv3 消息交换 （与 SNMPv1 或

SNMPv2 无关）中使用的本地信息。默认的 SNMP 引擎 ID 由企业编号和默认 MAC
地址组成。SNMP 引擎 ID 对于管理域必须唯一，以便在一个网络中不会出现拥有相同

引擎 ID 的两个设备。

设置 SNMP 引擎 ID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SNMP” > “SNMP 引擎 ID”。打开 “SNMP 引擎 ID”页面。

步骤  2 在 “本地引擎 ID”字段，设置本地引擎 ID：

交换机型号 OID

MS200X-24 1.3.6.1.4.enterprises(1).cisco(9).otherEnterprises(6).cisc

osmb(2).1(product MIBs).1(MS200X Series).1(port 

config).1(None-PoE)

MS200X-24S 1.3.6.1.4.enterprises(1).cisco(9).otherEnterprises(6).cisc

osmb(2).1(product MIBs).1(MS200X Series).1(port 

config).3(None-PoE S)

MS200X-24P 1.3.6.1.4.enterprises(1).cisco(9).otherEnterprises(6).cisc

osmb(2).1(product MIBs).1(MS200X Series).1(port 

config).2(P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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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默认设置 — 选择此选项将使用设备生成的引擎 ID。默认的引擎 ID 以交换机

MAC 地址为基础，并且根据标准进行定义。

• 用户定义 — 选择此选项可自定义本地设备引擎 ID。

步骤  3 单击 “应用”，设置本地设备引擎 ID，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4 “远程引擎 ID 表”列出了交换机支持的远程引擎 ID 的相关信息。如需添加一个远程

引擎 ID，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远程引擎 ID”页面。

步骤  5 设定以下参数：

• 远程引擎 ID — 输入远程引擎 ID。

• 远程IP地址 — 输入SNMPv3远端引擎 ID的 IP地址（用来接收Trap的 IP地址）。

步骤  6 单击 “应用”，添加远程引擎 ID，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设置 SNMP 视图

SNMP 视图是 MIB 树的子树集合的用户定义标签。每个子树 ID 均由相应子树根节点

的 OID 定义。在极端情况下，该子树可以只是叶节点。可以使用熟悉的名称来指定所

需子树的根节点，也可以输入 OID。

每个子树要么包括在所定义的视图中，要么被排除在该视图之外。在 “SNMP 视图”

页面可创建 SNMP 视图。在 “SNMP 组”页面可将 SNMP 视图绑定到 SNMP 组。

设置 SNMP 视图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SNMP” > “SNMP 视图”。打开 “SNMP 视图”页面。

步骤  2 勾选“过滤器”并从“视图名称为”下拉框中选择一个 SNMP 视图，单击“确定”。

可查看选择的 SNMP 视图的相关信息。

步骤  3 如需添加一个 SNMP 视图，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 SNMP 视图”页面。

步骤  4 设定以下参数：

• 视图名称 — 输入 SNMP 视图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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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D子树 — 设定MIB树中包括在所选SNMP视图中或被排除在该视图之外的节

点。此节点的子节点会全部包括在视图中或排除在该视图之外。

• 视图类型 — 勾选“包含在视图中”，将输入的 OID 子树包括在视图中。取消勾

选此选项，将输入的 OID 子树排除在视图之外。

步骤  5 单击 “应用”，添加 SNMP 视图，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6 如需删除一个 SNMP 视图，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设置 SNMP 组

在 SNMPv1 和 SNMPv2 中， Community 字符串会随 SNMP 帧一起发送。

Community 字符串将作为访问 SNMP 代理的密码。但是，帧和 Community 字符串

均未加密。因此 SNMPv1 和 SNMPv2 不安全。在 SNMPv3 中，存在两种安全性机

制，可以同时配置这两种机制。

• 验证 — 交换机会检查 SNMP 用户是否是获授权的系统管理员。该验证会分别针

对每个帧进行。

• 隐私 — SNMP 帧可以传输加密数据。

因此，在 SNMPv3 中，存在以下三个安全性级别：

• 无验证

• 验证

• 验证和隐私 （注意：必须添加名称相同的两个组，其中一个启用验证功能，而

另一个启用保密功能）

此外， SNMPv3 还通过将每个 SNMP 用户与一个 SNMP 组关联的方式，控制获授权

和经验证的 SNMP 用户可以看到内容及可执行的操作。

SNMP 组是逻辑实体 （属性组合）的标签。 SNMP 组仅在与 SNMP 用户或 SNMP 

Community 关联时才起作用。 SNMP 组也具有表明成员是否应具有 SNMP 视图的读

取、写入和 / 或通知权限的属性。

创建 SNMP 组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SNMP” > “SNMP 组”。打开 “SNMP 组”页面。

步骤  2 如需添加一个 SNMP 组，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 SNMP 组”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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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名称 — 输入 SNMP 组的名称。

• 安全模式 — 选择要应用到该 SNMP 组的 SNMP 版本。

• 安全等级 — 定义要应用到该 SNMP 组的安全性级别。安全性级别仅适用于

SNMPv3。

- 不验证且无隐私 — 既不为组指定 “验证”安全性级别，也不为其指定 “隐

私”安全性级别。

- 验证且无隐私 — 验证 SNMP 消息，并确保 SNMP 消息源经过验证，但不对

消息加密，表示消息可以拦截和读取。

- 验证和隐私 — 验证 SNMP 消息，并确保 SNMP 消息源经过验证，同时加密

SNMP 消息。

• SNMP 视图 — 定义 SNMP 组的访问权限。选项如下：

- 读取 — 所选视图的管理访问权限为只读。否则，与该组关联的 SNMP 用户

或 SNMP Community 将能够读取除控制 SNMP 本身的 MIB 之外的所有

MIB。

- 写入 — 所选视图的管理访问权限为可写。否则，与该组关联的 SNMP 用户

或 SNMP Community 将能够写入除控制 SNMP 本身的 MIB 之外的所有

MIB。

- 通知 — 仅发送包含为通知选择的 SNMP 视图内容的 Trap。否则，将不对

Trap 内容进行限制。只能针对 SNMPv3 选择该选项。

步骤  4 单击 “应用”，设置 SNMP 组，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删除一个 SNMP 组，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管理 SNMP 用户

使用 “SNMP 用户”页面可创建 SNMPv3 用户。 SNMPv3 用户由用户及用于验证该

用户的方法及密码组成。 SNMP 用户登录凭证可使用本地数据库进行验证。

SNMP 用户通过验证后，将具有其所属 SNMP 组的属性，并且不一定能够查看与该组

关联的 SNMP 视图。

利用 SNMP 组，网络管理员可以将对特定功能或功能部分的访问权限指定给整组用户

而非单个用户。一个 SNMP 用户只能成为一个 SNMP 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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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 SNMPv3 用户，必须先满足以下条件：

• 事先在交换机上配置一个 SNMP 引擎 ID。详见 “设置 SNMP 引擎 ID”。

• 必须有一个可用的 SNMPv3 组。详见 “设置 SNMP 组”。

设置 SNMP 用户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SNMP” > “SNMP 用户”。打开 “SNMP 用户”页面。

步骤  2 如需添加一个 SNMP 用户，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 SNMP 用户”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用户名 — 输入 SNMP 用户的名称。

• 组名称 — 选择该 SNMP 用户所属的 SNMP 组。

• 验证方法 — 选择验证 SNMP 用户的方法。

- 无 — 不验证 SNMP 用户。

- MD5 密码 — 使用 MD5 验证方法加密的密码进行验证。

- SHA 密码 — 使用 SHA （安全散列算法）验证方法加密的密码进行验证。

- MD5 密钥 — 使用有效的 MD5 密钥对用户进行验证。

- SHA 密钥 — 使用有效的 SHA 密钥对用户进行验证。

• 验证密码 — 如果通过 MD5 或 SHA 密码实施验证，请输入本地用户密码。系统

会将本地用户密码与本地数据库进行比较，本地用户密码 多可以包含 32 个

ASCII 字符。

• 验证密钥 — 如果验证方法为MD5或SHA密钥，请输入MD5或SHA验证密钥。

如果选择 MD5 密钥，将需要 16 个字节。如果选择 SHA 密钥，将需要 20 个

字节。

• 隐私密钥 — 如果验证方法为MD5或SHA密钥，请输入MD5或SHA保密密钥。

如果选择 MD5 密钥，将需要 16 个字节。如果选择 SHA 密钥，将需要 20 个

字节。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 SNMP 用户，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删除一个 SNMP 用户，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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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NMP Communities

使用 “SNMP Communities”页面可定义用来管理 SNMPv1 和 SNMPv2 中的访问权

限的 SNMP Community。 Community 名称是在 SNMP 管理站点和设备之间共享的

一种密码。该名称用于验证 SNMP 管理站点。可以将 Community 与访问权限直接关

联，或通过 SNMP 组进行关联。

注 由于 SNMPv3 面向用户而非 Community，因此 Community 只能在 SNMPv1 和 v2
中定义。用户属于具有访问权限的 SNMP 组。

设置 SNMP Community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SNMP” > “SNMP Communities”。打开 “SNMP Communities”页面。

步骤  2 如需添加一个 SNMP Community，单击 “添加”。打开 “添加 SNMP 

Communities”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Community 字符串 — 输入用于验证设备管理站点的 Community 名称 （密

码）。

• 基本模式 — 选择此选项，可将 Community 的访问权限配置为“只读”或“读

写”。此外，还可以将 Community 的访问权限限制为只能通过视图访问特定的

MIB 对象。

- 访问模式 — 选择 Community 的访问权限。选项如下：

只读 — 将管理访问权限限制为只读。不能更改 Community。

读写 — 管理访问权限为可读写。可以对设备配置进行更改，但不能更改

Community。

- 视图名称 — 选择 Community 关联的 SNMP 视图。

• 高级模式 — 选择此选项， Community 的访问权限由 SNMP 组来定义。

- 组名称 — 选择确定访问权限的 SNMP 组。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 SNMP Community，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删除一个 SNMP Community，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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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NMP 通知接收设备

系统会生成 Trap 消息来报告系统事件（如 RFC 1215 中所定义）。系统可以生成在支

持的 MIB 中定义的 Trap。

Trap 接收器 （亦称通知接收设备）是接收交换机发送的 Trap 消息的网络节点。系统

会定义一系列 Trap 接收器作为 Trap 消息的接收设备。Trap 接收器条目中包含的节点

IP 地址和 SNMP 凭证与 Trap 消息中将要包括的节点 IP 地址和 SNMP 凭证相对应。

当发生要求发送 Trap 消息的事件时，系统会将 Trap 消息发送到 Trap 接收器列表上

所列的每个节点。

本节介绍如何定义 SNMPv1,2 通知接收设备和 SNMPv3 通知接收设备，以及向每个

接收设备发送的 SNMP 通知的类型 （Trap 或通知）。

设置 SNMPv1,2 通知接收设备

使用 “SNMPv1,2 通知接收设备”页面可定义 SNMPv1,2 通知接收设备。

定义 SNMPv1,2 通知接收设备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SNMP” > “SNMPv1,2 通知接收设备”。打开 “SNMPv1,2 通知接收设备”

页面。

步骤  2 如需添加一个 SNMPv1,2 通知接收设备，单击 “添加”。打开 “ 添加 SNMPv1,2 通

知接收设备”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服务器定义 — 选择 “按 IP 地址”或 “按名称”来定义接收 Trap 的设备。

• IP 版本 — 如您选择按 IP 地址定义接收 Trap 的设备，选择 IP 协议版本：IPv4 或

IPv6。

• 接收方 IP 地址 / 名称 — 根据“服务器定义”和“IP 版本”字段的定义，输入接

收 Trap 的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UDP 端口 — 输入接收设备上用于接收通知的 UDP 端口。

• 通知类型 — 选择发送 Traps 还是发送通知给接收设备。如果需要发送两种类型

的通知，则必须创建两个接收设备。

• 超时 — 输入重新发送 Trap 或通知之前，设备等待的时间（以秒为单位）。范围

为 1-300 秒，默认为 15 秒。

• 重试次数 — 输入设备重新发送通知请求的次数为单位。重试次数范围为 1-

255，默认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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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字符串 — 选择 Trap 管理器的 SNMP 社区。

• 通知版本 — 选择Trap的SNMP版本。SNMPv1和SNMPv2c均可作为Trap版本

使用，但一个时刻只能启用一个版本。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 SNMPv1,2 通知接收设备，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删除一个 SNMPv1,2 通知接收设备，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设置 SNMPv3 通知接收设备

使用 “SNMPv3 通知接收设备”页面可定义 SNMPv3 通知接收设备。

定义 SNMPv3 通知接收设备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 “SNMP” > “SNMPv3 通知接收设备”。打开 “SNMPv3 通知接收设备”页

面。

步骤  2 如需添加一个 SNMPv3 通知接收设备，单击“添加”。打开“ 添加 SNMPv3 通知接

收设备”页面。

步骤  3 设定以下参数：

• 服务器定义 — 选择 “按 IP 地址”或 “按名称”来定义接收 Trap 的设备。

• IP版本 — 如您选择按 IP地址定义接收Trap的设备，请选择 IP协议的类型：IPv4
或 IPv6。

• 接收方 IP 地址 / 名称 — 安装“服务器定义”和“IP 版本”字段的定义，输入接

收 Trap 的设备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称。

• UDP 端口 — 输入接收设备上用于接收通知的 UDP 端口。

• 通知类型 — 选择发送Trap还是发送通知给接收设备。如果需要发送两种类型的

通知，则必须创建两个接收设备。

• 超时 — 输入重新发送 Trap 或通知之前，设备等待的时间（以秒为单位）。范围

为 1-300 秒，默认为 15 秒。

• 重试次数 — 输入设备重新发送通知请求的次数为单位。范围为 1-255，默认为

3。

• 用户名 — 选择接收 SNMP 通知的用户。

• 安全等级 — 选择将对数据包应用的验证。选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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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验证 — 表示既不对数据包进行验证，也不对其加密。

- 验证 — 表示对数据包进行验证，但不对其加密。

- 隐私 — 表示既要对数据包进行验证，又要对其加密。

步骤  4 单击 “应用”，添加 SNMPv3 通知接收设备，并更新交换机的运行配置。

步骤  5 如需删除一个 SNMPv3 通知接收设备，选择相应的条目并单击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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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命令行接口管理交换机

MS200X 交换机提供了一个控制台端口，使得在以下情况下通过控制台端口可方便地

配置交换机：

• 交换机没有设置 IP 地址、不知道交换机的 IP 地址或只能通过控制台电缆连接才

能与交换机进行通信。

• 需要配置通过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无法实现的功能，如生成 SSL/SSH 证书。

您可以使用控制台电缆、建立 Telnet 会话或使用终端仿真应用程序建立 MS200X 交

换机与您的 PC 之间的连接， 从而对交换机进行配置。

本章介绍如何通过以上方式连接和管理交换机，包括以下内容：

• 使用终端仿真应用程序进行连接

• 使用 Telnet 进行连接

使用终端仿真应用程序进行连接

要使用终端仿真应用程序 （本节使用 Windows XP 中的 Microsoft HyperTerminal 作

为示例）建立到 MS200X 交换机的连接，请按以下步骤配置该应用程序：

步骤 1 在 PC 桌面上，单击 “开始”按钮。

步骤  2 依次选择 “程序” > “附件” > “通讯” > “超级终端”。打开 “新建连接 - 超级终

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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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为此连接输入名称，并视情况为创建的应用程序选择一个快捷方式图标。

步骤  4 单击 “确定”。此时将显示 “连接到”窗口。

步骤  5 如果使用控制台电缆连接交换机，请从 “连接时使用”下拉列表中选择您的 PC 链接

到交换机的 COM 端口。否则，请选择 “TCP/IP”。

“连接到”窗口 （选择 COM 端口）

“连接到”窗口 （选择 TCP/IP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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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继续阅读 “使用控制台电缆连接进行通信”部分或 “使用 TCP/IP 连接进行通信”部

分。

使用控制台电缆连接进行通信

在此流程中，使用 Com1 作为示例。您系统中的参数可能有所不同。

步骤 1 使用以下连接参数配置 “COM1 属性” > “端口设置”：

• 每秒位数 = 9600

• 数据位 = 8

• 奇偶校验 = 无

• 停止位 = 1

• 数据流控制 = 无

步骤  2 单击 “确定”。进入交换机的命令行管理接口。

步骤  3 输入用户名 （Username）和密码 （Password）。默认的用户名为 cisco，默认的

密码为 cisco。用户名和密码均区分大小写。

步骤  4 第一次使用默认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使用命令行接口管理交换机

使用终端仿真应用程序进行连接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用户手册 231

19

Please change your password from the default settings. Please 
change the password for better protection of your network. Do 
you want to change the password (Y/N)[Y]?

（请修改默认设置中的密码。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网络，请更改默认密码。您是否希

望修改密码 (Y/N)[Y]?）

步骤  5 输入 Y， 并设置新的管理员密码。

现在您可以使用命令配置交换机。请参考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
太网接入交换机命令行配置手册》了解详细信息。

!
注意 在退出命令行管理接口之前，请确认保存您所做的任何配置。

使用 TCP/IP 连接进行通信

假设在终端仿真应用程序中，您选择了 “TCP/IP”。

注 必须首先在交换机上启用 Telnet 功能。如需了解如何在交换机上启用 Telnet 服务，请

参考 “设置 TCP/UDP 服务”一节的说明。

步骤 1 在 “主机地址”字段中输入交换机的 IP 地址。

步骤  2 单击 “确定”。显示交换机的命令行管理接口。

步骤  3 分别输入用户名 （Username）和密码 （Password）。默认的用户名为 cisco，默

认的密码为 cisco。用户名和密码均区分大小写。

步骤  4 第一次使用默认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Please change your password from the default settings. Please 
change the password for better protection of your network. Do 
you want to change the password(Y/N)[Y]?

（请修改默认设置中的密码。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网络，请修改默认密码。您是否希

望修改密码 (Y/N)[Y]?）

步骤  5 输入 Y， 并设置新的管理员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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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开始使用命令配置交换机。请参考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
太网接入交换机命令行配置手册》了解详细信息。

!
注意 在退出命令行管理接口之前，请确认保存您所做的任何配置。

使用 Telnet 进行连接

默认情况下，交换机禁用 Telnet 服务。您必须先使用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或通过控

制台电缆连接使用命令行管理接口将其启用。

要通过在 Windows 命令行窗口中运行 Telnet 来打开交换机的命令行管理接口，请完

成以下步骤：

步骤 1 依次选择 “开始” > “运行”。

步骤  2 在 “打开”字段中输入 “cmd”并按下 Enter 键。

步骤  3 键入 “telnet”、一个空格以及交换机 IP 地址。例如：

c:\>telnet 192.168.1.114

步骤  4 按下 Enter 键。显示交换机命令行管理接口。

步骤  5 分别输入用户名 （Username）和密码 （Password）。默认的用户名为 cisco，默

认的密码为 cisco。用户名和密码均区分大小写。

步骤  6 第一次使用默认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Please change your password from the default settings. Please 
change the password for better protection of your network. Do 
you want to change the password (Y/N)[Y]?

（请修改默认设置中的密码。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网络，请修改默认密码。您是否希

望修改密码 (Y/N)[Y]?）

步骤  7 输入 Y， 并设置新的管理员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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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开始使用命令配置交换机。请参考 《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
太网接入交换机命令行配置手册》了解详细信息。

!
注意 在退出命令行管理接口之前，请确认保存您所做的任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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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索引

思科为您提供了丰富完整的文档资料，帮助您和您的客户获取关于思科 MS200X 系列

24 端口 10/100M 以太网接入交换机的完整信息。

资源 地址

MS200X 产品主页 www.cisco.com/go/cn/ms200x

客户支持中心 www.cisco.com/web/CN/smallbusiness

产品渠道合作伙伴中心

（用户需登录）

www.cisco.com/web/CN/partners/smb_kr/

index.html

软件升级 www.cisco.com/web/CN/solutions/industry/

segment_sol/small/index.html#small_down

开放源许可通知 www.cisco.com/web/CN/solutions/industry/

segment_sol/small/products/managed_switches/

ms_200x.html#~Resources

产品兼容性和安全信息 www.cisco.com/web/CN/solutions/industry/

segment_sol/small/products/managed_switches/

ms_200x.html#~Resources

产品保修条款 www.cisco.com/web/CN/solutions/industry/

segment_sol/small/index.html#~service

产品服务热线 8008888168 （固定电话）

4006282616 （移动电话）

http://www.cisco.com/go/cn/ms200x
http://www.cisco.com/web/CN/solutions/industry/segment_sol/small/products/managed_switches/ms_200x.html#~Resources
http://www.cisco.com/web/CN/solutions/industry/segment_sol/small/products/managed_switches/ms_200x.html#~Resources
http://www.cisco.com/web/CN/smallbusiness
http://www.cisco.com/web/CN/partners/smb_kr/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web/CN/solutions/industry/segment_sol/small/index.html#small_down
http://www.cisco.com/web/CN/solutions/industry/segment_sol/small/index.html#~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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