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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

Cisco DNA Center 作为基础性控制器和分析平台，是思科面向大中型组织基于意图的网络 (IBN) 的核心。基于意

图的网络不需要您持续进行管理，即可了解组织的需求并将其付诸实现。这种网络可以提供一个自动化系统，让您

无需手动执行数千项任务，从而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实现您的业务目标。Cisco DNA Center 为全面控制这种新型

网络提供一个集中式管理控制面板。借助此平台，IT 可以简化网络操作，主动管理网络，提供一致的有线和无线策

略，并利用情景感知分析对各种见解进行关联。  

Cisco DNA Center 是一款专用硬件设备，由一系列应用程序、流程、服务、套件和工具的软件集合提供支持，是思科® 

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的核心。这些软件为调配和变更管理提供全面的自动化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维护网络所需的手动操作时间，减少操作。它还通过可从网络中的任何位置提取遥测数据的智能分析功能提供可

视性和网络状态感知。这可以缩短故障排除时间，并通过单一管理平台解决各种网络问题。  

自动化和网络状态感知的这种结合形成一个持续的验证和校验循环，可以推动实现业务意图并加快创新速度，降低

成本和复杂性，并且增强安全性和合规性。  

关于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思科® 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不仅提供一种实现全数字化的路线图，而且还为立竿见影地实现网络自动

化、网络状态感知和网络安全的优势提供了途径。Cisco DNA 是一种由软件驱动且可扩展的开放式架构，可加速并

简化企业网络的运营，同时捕获业务要求并将其转化为网络策略。这样就可以使网络与业务意图始终保持一致。  

Cisco DNA 以全数字化就绪型基础设施为基础，其中包括路由器、交换机、无线接入点和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WLC)。身份服务引擎 (ISE) 是 Cisco DNA 解决方案的关键策略管理器。Cisco DNA 的核心是 Cisco DNA 

Center 控制器，它使用设计、调配、策略和网络状态感知应用程序来简化工作流程。  

图  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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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软件定义接入

思科软件定义接入 (SD-Access) 是 Cisco DNA 从传统园区局域网设计向可直接实施组织意图的网络演进的结

果。它基于 Cisco DNA 的原理，为企业提供基于意图的网络解决方案。SD-Access 解决方案采用作为 Cisco 

DNA Center 软件组成部分运行的应用程序包，并提供自动化的端到端分段以分隔用户、设备和应用程序流量。其

可自动实施这些用户访问策略，使组织可以确保为网络任何位置访问任何应用的任何用户或设备制定正确的策略。 

SD-Access 使用称为交换矩阵的逻辑块，该逻辑块利用通过可编程性和自动化驱动的虚拟重叠网络来建立移动性、

分段和可视性。通过软件定义的分段以及面向有线和无线园区网络的策略，网络虚拟化变得易于部署。单一物理网

络经过抽象化，可以托管一个或多个通过软件协调的逻辑网络。在这些动态环境中可以完全避免易于出错的手动操

作，为用户在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中的移动提供一致的策略。 

关于本指南

本指南提供用于分布式园区的软件定义接入的设计、部署和操作技术指南，主要侧重于 Cisco DNA Center，如何

在网络和配套基础设施完成初始引导后部署软件定义接入解决方案。  

图  本指南的四个部分

 

本指南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步骤 1： 定义部分定义通过用于分布式园区的 SD-Access 解决方案解决的问题，并提供有关部署规划和其他

注意事项的信息。 

步骤 2： 设计部分展示典型的部署拓扑，并讨论身份服务引擎和共享服务的注意事项。 

步骤 3： 部署部分提供部署该解决方案的各种工作流程的信息和步骤以及建议做法。 

步骤 4： 操作部分演示在冗余设备类型之间实现共享服务、互联网接入和 BGP 所需的手动配置。 

  



 

8 
 

本指南包含哪些内容？

本指南指导 SD-Access 客户在城域网中的多个物理位置部署统一自动化策略。本指南中列出的过程、程序和步骤

是在附录 A 中列出的 Cisco DNA Center、ISE、IOS、IOS-XE 和 AireOS 代码版本中经过验证的工作配置。  

本指南不包含哪些内容？

虽然本部署指南是关于 Cisco DNA Center 和 SD-Access 的，但不包含设备或 ISE 分布式部署的初始引导和安

装，也未特别介绍共享服务的安装和部署，例如 DHCP 和 DNS，以及各种基础设施组件、路由器和交换机之间的

网络连接配置。SWIM（软件映像管理）、局域网自动化、组播、第 2 层切换、一体化交换矩阵和适用于思科 

Catalyst 系列交换机的 Catalyst 9800 嵌入式无线控制器也不包含在内。  

有关这些项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B 中的其他参考信息。 

命名约定

已知路由、目的地和前缀是交换矩阵中以及在交换矩阵控制平面节点注册并为其所知的共享服务域（DHCP、

DNS、WLC 和 ISE）中的位置。  

未知路由、目的地和前缀是全球互联网中的位置，未在交换矩阵控制平面节点注册或不为其所知。  

SD-Access 环境中的 LISP 封装或 LISP 数据平面封装是指 VXLAN GPO 封装。为简洁起见，可以称为 VXLAN 封

装。但是，这并不表示或推断此封装方法与 RFC 7348 中的 VXLAN 相同，或与 VXLAN MP-BGP EVPN 相关联。 

https://tools.ietf.org/html/draft-smith-vxlan-group-policy-03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348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nexus-7000-series-switches/white-paper-c11-7350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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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本部分简要概述软件定义接入解决方案和组件，重点介绍与分布式园区相关的元素。  

交换矩阵架构组件

SD-Access 1.2 解决方案支持调配以下交换矩阵结构： 

交换矩阵边缘节点：相当于传统园区局域网设计中的接入层交换机。终端、IP 电话和无线接入点直接连接到边缘

节点。  

交换矩阵控制平面节点：基于 LISP 映射服务器 (MS) 和映射解析器 (MR) 功能。控制平面节点的主机跟踪数据

库跟踪交换矩阵站点中的所有终端，并将终端与 LISP 中称为 “EID 到 RLOC 绑定” 的交换矩阵节点关联。  

交换矩阵边界节点：用作 SD-Access 交换矩阵站点和交换矩阵外部网络之间的网关。边界节点是指以物理方式

连接到传输网络的设备，或连接到与外部世界连接的下一跳设备的设备。 

交换矩阵站点：一个独立的交换矩阵，包括一个控制平面节点和边缘节点，并且通常包括一个 ISE 策略服务节点 

(PSN) 和交换矩阵模式 WLC。要允许流量进出交换矩阵站点，就需要交换矩阵边界节点。 

虚拟网络 (VN)：表面上的 VRF 定义。VN 在 “策略” 应用程序中创建，并作为 VRF 实例调配到交换矩阵节点。

VN 和 VRF 在本文档中可互换使用。 

可扩展组标记 (SGT)：以元数据形式运行的 Cisco TrustSec 组件，用于根据组成员身份提供逻辑分段。 

传输网络：将交换矩阵站点连接到外部网络（基于 IP 的传输）或者连接到一个或多个交换矩阵站点（SD-Access 

传输）。基于 IP 的传输网络使用 VRF-lite 将交换矩阵连接到外部网络。SD-Access 传输网络传输 SGT 和 VN 

信息，它本质上是在交换矩阵站点之间传输策略和分段，不需要或不使用 VRF-lite。 

交换矩阵域：包含一个或多个交换矩阵站点以及与这些站点关联的所有相应传输网络。 

传输控制平面节点：传输控制平面节点的数据库跟踪交换矩阵域的所有汇聚路由，并将这些路由关联到交换矩阵

站点。其功能基于 LISP 映射服务器（MS）和映射解析器（MR）。 

一体式交换矩阵：将交换矩阵边界节点、交换矩阵控制平面节点和交换矩阵边缘节点功能组合在同一个交换机或

交换机堆叠上。  

主机池：保留 IP 地址池与虚拟网络的绑定，其中虚拟网络将网段与 VRF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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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于分布式园区的思科软件定义接入

用于分布式园区的思科软件定义接入 (SD-Access) 是一种城域解决方案，可将多个独立交换矩阵站点连接在一

起，同时在这些站点中维护安全策略结构（VRF 和 SGT）。尽管 SD-Access 支持多站点环境和部署已有一段时

间，但还没有一种自动化的简单方法来维护站点之间的策略。在每个站点的交换矩阵边界节点上，交换矩阵数据包

被解封到本地 IP 中。与 SXP 结合时，可以使用本地封装在站点之间传输策略。但是，此策略配置是手动执行，

强制使用 SXP 在站点之间扩展策略，并涉及 IP 到身份服务引擎内 SGT 绑定的复杂映射。 

对于适用于分布式园区的 SD-Access，则不需要 SXP，这些配置是自动化的，并且复杂映射也得以简化。此解决

方案通过在整个城域网络中使用一致的端到端自动化和策略来实现站点间通信。 

用于分布式园区的软件定义接入使用来自 LISP 协议的控制平面信令，并将数据包保存在交换矩阵站点之间的交换

矩阵 VXLAN 封装中。这将在交换矩阵站点之间分别维护 VRF 和 SGT 的宏分段和微分段策略结构。数据包的原

始以太网报头会保留，用来启用 SD-Access 无线的第 2 层重叠网络服务。结果是网络的地址不可知，因为策略

是通过组成员身份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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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本部分介绍 SD-Access 传输网络和传输控制平面节点以及主要注意事项，展示部署拓扑，并讨论身份服务引擎和共享

服务。 

传输网络

支持分布式园区解决方案的核心组件是 SD-Access 传输网络和传输控制平面节点。这两个都是本解决方案引入的

新架构构件。SD-Access 传输网络只是同一城市、城域内或大型企业园区的楼宇之间的物理城域连接。  

对于使用 SD-Access 传输网络的分布式园区设计，关键的考虑因素是，应使用类似园区的连接建立交换矩阵站点

之间和连接 Cisco DNA Center 的网络。这些连接应该是高带宽（以太网完全端口速度，不含子速率服务），低延

迟（一般指导原则为低于 10 ms），并且应适应在园区网络中用于 SD-Access 的 MTU 设置（通常为 9100 字

节）。物理连接可以是支持类似带宽、端口速率、延迟和 MTU 连接能力的直接光纤连接、租用暗光纤、基于 

WDM 系统波长的以太网或城域以太网系统（VPLS 等）。 

传输控制平面节点

传输控制平面节点跟踪交换矩阵域的所有汇聚路由，并将这些路由关联到交换矩阵站点。当来自一个站点中的终端

的流量需要将流量发送到另一个站点中的终端时，系统会查询传输控制平面节点以确定应将此流量发送到哪个站点

的边界节点。传输控制平面节点的作用是了解哪些前缀与每个交换矩阵站点关联，并使用控制平面信令在 SD-

Access 传输网络中将流量定向到这些站点。 

传输控制平面部署位置

传输控制平面节点实体不必部署于传输区域（站点之间的城域连接）中，也不需要专用于自己的交换矩阵站点，但常见

拓扑文档通常会这样描述它们。在本指南中的规范性配置中，使用了一对 ISR 4451-X 路由器作为传输控制平面节点。

这些路由器部署在各自的专用站点中，仅可通过 SD-Access 传输城域以太网进行访问，但这并不是强制要求。 

虽然仅可通过传输区域访问，但这些路由器不充当数据包转发路径中的物理传输跃点。它们的工作方式与 DNS 服

务器类似，因为它们会被用来查询信息，即使数据包不通过它们传输。这是一个主要注意事项。 

主要注意事项

站点之间的传输网络最典型也最常用的部署是采用基于城域以太网系统的直连或租用光纤。虽然城域以太网有若干

不同种类（VPLS、VPWS 等），但每个站点的边缘路由器和交换机最终通过内部网关路由 (IGP) 协议交换底层路

由。在 SD-Access 中，这通常使用 IS-IS 路由协议完成，但也支持其他 IGP。 

交换矩阵站点之间必须存在 IP 可访问性。具体而言，在所有交换矩阵节点上的环回 0 接口之间必须有一个已知的

底层网络路由。传输控制平面节点上的现有 BGP 配置和对等连接可能与 Cisco DNA Center 调配的配置有复杂的

交互，应避免使用。在被发现或调配之前，传输控制平面节点应具有通过 IGP 连接交换矩阵站点的 IP 可访问性。 

尚未验证在站点之间的数据转发路径中遍历传输控制平面节点的情况。传输控制平面节点应始终部署为一对设备，

以提供恢复能力和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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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概述

图  底层网络连接 – 简要概述

 

         技术提示          

为了简化拓扑图，不显示从设备到专用线路、互联网边缘路由器和互联网边缘防火墙的冗余链路，尽管它们存在于部署中。此处仅显示四个

站点，其他拓扑图见附录 C。  

本部署指南拓扑包含城域中的 12 个交换矩阵站点。这是一个大型企业园区，在相似的地理区域内散布着若干栋建

筑，每栋建筑作为一个独立的交换矩阵站点运行。每个站点都连接到企业边缘块的城域以太网线路。第十三个站点

是提供共享服务的数据中心，它与 Cisco DNA Center 群集在同一个位置。该数据中心站点直接连接到网络中的城

域以太网线路和站点 1。站点 3 是主要前端位置（表示总部，简称 “HQ” ），并连接到城域以太网线路和上游互

联网边缘路由器，后者本身连接到互联网边缘防火墙。通过这些防火墙，可以提供 NAT 并最终访问互联网。结果

是，从任何站点定向到互联网的所有流量都必须流经城域以太网线路，然后从站点 3 (HQ) 流出。  

虽然需要根据设计和部署需求部署 DIA，但并非每个站点都需要直接互联网接入 (DIA)。每站点 DIA 在广域网部属

中比城域网部署中更常见，因此本文档中未验证该配置。  

每个站点的企业边缘块路由器和交换机（最终会成为交换矩阵边界节点）显示为直连到城域以太网线路，因为它们

连接到提供此线路接入的运营商设备。传输控制平面节点显示位于专用线路网云中。与除 HQ 之外的其他所有站点

一样，它们只能通过城域以太网线路进行访问。与每个站点的企业边缘块路由器和交换机一样，传输控制平面节点

连接到接入线路的运营商设备。 

在每个站点中，使用 IS-IS 路由协议通告底层网络路由并在环回 0 地址之间提供 IP 可访问性。通过城域以太网线

路，每个站点的企业边缘路由器和交换机（交换矩阵边界节点）互相建立 IS-IS 邻接关系，使得站点之间跨专用电

路有完整的端到端 IP 可访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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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服务引擎和共享服务概述

图  重叠连接 – 简要概述

 

身份服务引擎环境配置为分布式部署。其中包含多个 ISE 虚拟机，每个都运行独立的角色。部署包括两个主要管理

节点 (PAN)、两个监控和故障排除节点 (MnT)，以及两个平台交换网格 (pxGrid) 节点，每对设置为主要节点和辅

助节点。网络中每个交换矩阵站点都有一个专用的策略服务节点 (PSN)。ISE 节点实际上位于数据中心站点。这不

是强制性的，并且可选的部署变化包括在每个站点位置实际部署 ISE PSN。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AD) 配置为 ISE 部署的外部身份存储库。AD 在 Windows Server 2016 上运行，该

服务器还为整个部署提供 DHCP 和 DNS 服务。  

为满足无线接入点 SD-Access 无线到 WLC 的注册、WLC 到控制平面节点的注册和无线接入点到 DHCP 服务

器注册所需的非对称数据包路径要求，数据中心位置通过直接链接到城域以太网线路，并通过一对融合路由器最终

连接到位于站点 1 中的一对仅内部交换矩阵边界节点产生部署的重叠网络可访问性，来实现这一点。  

融合路由器是一对 Catalyst 交换机，上游连接到站点 1 的分发块，下游连接到数据中心交换机，为托管管理虚拟

机的 UCS 服务器提供可访问性。  

         技术提示 

本文档稍后将介绍融合路由器技术要求以及有关边界节点类型的信息。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ecurity/ise/2-0/admin_guide/b_ise_admin_guide_20/b_ise_admin_guide_20_chapter_010.html#ID15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8-5/b_SD_Access_Wireless_Deployment_Guide.html#concept_126554612CF74604AAB4A01F9E9FB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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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本部分重点介绍完整的部署工作流程和指南，从设备发现到交换矩阵自动化。 

使用 Cisco DNA Center GUI，可以发现网络并将其添加到资产中。然后，通过相互证书验证建立受信任关系，从

而将 Cisco DNA Center 与身份服务引擎集成。“设计” 应用用于创建站点层次结构，定义常见网络设置，定义 IP 

地址池，配置 WLAN 设置，以及设置 ISE 访客门户。 

“策略” 应用用于创建可扩展组标记 (SGT) 并配置 TrustSec 相关策略。此工作流程在 Cisco DNA Center 进行管

理，并使用集成期间建立的信任将其推送至 ISE。 

最后，“调配” 应用用于将 “设计” 和 “策略” 工作流程中定义的配置调配到发现和资产中存在的受管设备。“调配”

应用还用于创建和定义 SD-Access 重叠网络。 

过程 ：发现网络基础设施

程序 ：发现网络设备 – 发现工具

Cisco DNA Center 用于发现和管理 SD-Access 底层网络设备。要发现网络中的设备，Cisco DNA Center 必须

具有到这些设备的 IP 可访问性，并且必须在这些设备上配置 CLI 和 SNMP 管理凭证。发现的设备会被添加到 

Cisco DNA Center 的资产中，使控制器能够通过调配进行配置更改。 

以下步骤将展示如何启动发现，具体方法为通过提供一个 IP 地址范围或多个范围来扫描网络设备。IP 地址范围发

现为发现作业提供了一个小的限制，可以节省时间。或者，通过提供初始设备的 IP 地址进行发现，Cisco DNA 

Center 可以使用思科发现协议 (CDP) 查找连接到初始设备的邻居。  

         技术提示          

如果使用 CDP 进行发现，请减少默认跳数以加快发现作业速度。  

必须至少提供 CLI 和 SNMP 凭证才能发起发现作业。必须提供 SNMPv2c 读取和写入凭证或 SNMPv3 凭证。如果两个都使用，则会优

先使用 SNMPv3。  

 

         ⚠警告！⚠         

避免使用 admin 作为网络设备的 CLI 凭证的用户名。这可能导致用户名与 ISE 管理员登录凭证冲突，导致无法登录设备。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点击工具部分中的发现。 

 在 “新建发现” 对话框中，提供发现名称（例如：站点 1）。 

 选择范围单选按钮。  

 输入 IP 地址的开始（从）和结束（到）范围（例如：192.168.10.1、192.168.10.8）。 

对于单个地址，请在该范围的 “开始” 和 “结束” 字段输入相同的 IP 地址。 

 选择使用环回作为首选管理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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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如果部署中包含其他范围，请点击 + 输入其他范围，并对其余任何范围（例如：此处使用 192.168.108.1、192.168.108.2 发现 WLC）

重复以上操作。 

 向下滚动到 “凭证” 部分。 

 点击最右边的 + 添加凭证。 

系统将显示 “添加凭证” 滑入式窗格。  

 

 选择 CLI 选项卡。 

 提供用户名和密码，然后确认密码。 

 在启用密码字段中提供密码并确认密码。 

 （可选）选中 ☑ 保存为全局设置复选框 

 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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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如果网络中的设备共享公共管理员凭证，则 ☐ 保存为全局设置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当创建新的发现作业时，全局凭证会自动填充，并在

凭证名称周围用紫色边框表示。最多可以保存五个全局凭证。  

 选择相关 SNMP 选项卡。 

 对于 SNMPv2c，点击读取。 

 输入名称/说明。 

 输入读取社区字符串并进行确认。 

 （可选）选中 ☑ 保存为全局设置复选框。 

 点击保存。 

 

 对于 SNMPv2c，点击写入。 

 输入名称/说明。 

 输入写入社区字符串并进行确认。 

 （可选）选择 ☑ 保存为全局设置复选框。 

 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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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SNMPv3，选择 SNMPv3 选项卡。 

 选择模式（例如：身份验证和隐私）、身份验证类型（例如：SHA）和隐私类型（例如 AES128）。 

 完成这些选择后，填写用户名、身份验证密码和隐私密码。 

 （可选）选中 ☑ 保存为全局设置复选框。 

 点击保存。 

 

 对网络中所需的任何其他凭证重复以上步骤。 

 关闭 “添加凭证”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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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已定义的凭证是否显示在发现作业中。  

 

 向下滚动并点击高级展开此部分。 

 在协议顺序下，确保已选中 ☑ SSH，并在协议顺序中位于 Telnet 之上。 

 点击开始。 

当发现运行时，系统会显示发现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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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站点 发现作业详细信息

 

         技术提示          

SSH 是优先于 Telnet 的首选发现类型。Telnet 最常用于实验环境中，而不是在生产环境中使用。如果环境使用 Telnet，请选中该复选

框，然后在协议顺序中将 Telnet 拖放到更高的位置。如果同时选中了 SSH 和 Telnet，Cisco DNA Center 将尝试按列出的顺序使用这两

个选项连接到发现的设备。一旦 Cisco DNA Center 与设备成功连接，它将不会尝试下一个协议类型。 

 如果存在任何发现故障，请检查设备列表，解决问题，并为这些设备重新启动发现。 

 重复这些步骤以发现网络中的其他设备并将其添加到资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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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传输控制平面节点发现作业

 

         技术提示          

使用 Cisco Catalyst 6800 系列交换机时，特别是在闪存中使用大型配置或许多文件时，可以通过在交换机上的配置模式下添加以下命令

来避免发现超时： 

snmp mib flash cache 

程序 ：定义网络设备角色 – 资产工具

Cisco DNA Center 资产工具用于添加、更新和/或删除其管理的设备。资产工具还可用于执行其他功能和操作，例

如更新设备凭证、重新同步设备和导出设备配置。它还提供启动命令运行程序工具的功能。  

资产工具有很多用途，通过公开各个列来供收集和导出重要的设备信息。但是，该工具在本部署指南中只有一个用

途 – 修改设备角色。  

关于设备角色

设备角色用于在 Cisco DNA Center 拓扑图的 “调配” 应用中的交换矩阵选项卡下和拓扑工具中确定设备位置。这

些应用和工具中的设备位置使用典型的 “核心层、分布层、接入层” 三层布局来显示。  

更改设备角色不会更改设备的功能，也不会影响调配的 SD-Access 配置。在 SD-Access 中，只使用一种 GUI 

结构来帮助实现后续步骤中的网络布局可视化。  

表  设备角色

设备角色 拓扑位置

互联网（不可选择） 顶行

边界路由器 互联网下方（显示为连接到互联网云的线路）

核心 第三行

分布 第四行

访问权限 底部行

未知 底部行的旁边

 

要定义设备角色，请执行以下操作： 

 成功完成发现过程后，导航至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然后在工具部分下，点击资产。此时会显示

已发现的设备。  

 在更改设备角色之前，验证设备的上次同步状态是否为受管。 



 

21 
 

 

 

 要更新设备角色，请点击设备角色列中的蓝色铅笔图标，然后选择所需的角色。 

 

以下设备角色分配给在站点 1 中发现的设备，用于创建本文档稍后部分所示的交换矩阵拓扑布局。  

图  设备角色 资产工具 站点

 

过程 ：将 与身份服务引擎集成

身份服务引擎 (ISE) 是软件定义接入所需的身份验证和策略服务器。使用 pxGrid 与 Cisco DNA Center 集成后，

可在两个平台之间共享信息，包括设备信息和组信息。这允许 Cisco DNA Center 定义推送到 ISE 的策略，然后

通过 ISE 策略服务节点 (PSN) 将其呈现到网络基础设施中。 

当集成这两个平台时，通过相互证书验证来建立信任。此验证在集成期间在后台无缝完成，需要两个平台都具有精

确的 NTP 同步。 

程序 ：在 中配置身份验证和策略服务器

以下步骤概述了如何集成 Cisco DNA Center 和身份服务引擎。此集成必须在完成设计和策略应用中的工作流程之

前完成，以便可以将这些工作流程的结果调配到网络设备，从而通过 RADIUS 将 ISE 用作用户和终端的 AAA 服

务器和通过 TACACS+ 将 ISE 用作设备管理员的 AAA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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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许多组织使用 TACACS+ 进行网络设备的身份验证管理。本规范性指南中使用 TACACS+，但这不是必需的。TACACS+ 不是软件定义接

入的强制要求。如果部署中未使用 TACACS+，则在集成 Cisco DNA Center 和 ISE 时，请勿在高级设置中选择该选项。  

在集成过程中，ISE 中存在的所有可扩展组标记 (SGT) 都被拉入到 Cisco DNA Center。任何当前在 ISE 

TrustSec 矩阵中配置的策略也会被拉入到 Cisco DNA Center。这有时称为零日现有环境支持：如果在集成点的 

ISE 中存在策略，则这些策略将填充在 Cisco DNA Center 策略应用中。  

         技术提示 

除 SGT 外，初始集成后直接在 Cisco DNA Center 的 ISE OOB（带外）上直接创建的与 TrustSec 和 TrustSec 策略相关的任何内容都

不可用，也不会在 Cisco DNA Center 中显示。集成平台后，必须从 Cisco DNA Center（而不是 ISE）管理 TrustSec。 

 在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中，选择右上角的 ⚙ 齿轮图标。 

 点击 “系统设置” 。 

 

 导航至设置 > 身份验证和策略服务器。 

 点击 + 添加按钮。 

 

 

 在添加 AAA/ISE 对话框中，在服务器 IP 地址字段中输入 ISE 主要管理节点 (PAN) 的 IP 地址（例如：

198.51.100.121）。 

 输入共享密钥。 

 将思科 ISE 选择器切换到打开，以显示与 ISE 集成所需的其他设置。 



 

23 
 

 

 输入 ISE 超级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为 FQDN 字段输入 ISE 完全限定域名。 

 输入一个有意义的用户名称（例如：dnac），该名称稍后将在 ISE GUI 中显示。 

 将 SSH 密钥留空。  

 点击查看高级设置以展开它。  

 

 选择 ☑ RADIUS 和 ☑ TACACS 协议。  

 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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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立通信期间，Cisco DNA Center 显示正在创建 AAA 服务器... 

验证状态显示为正在进行。 

 登录 ISE GUI。 

 导航至管理 > pxGrid 服务。 

 

 请等待至少三分钟。 

 名为 dnac（之前输入的用户名称值）的客户端现在在状态列中显示为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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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户未显示，请使用绿色刷新按钮。 

集成可能最长需要十分钟时间，但通常需要不到五分钟。 

 选中用户（dnac）旁边的复选框。 

 在全部待批准下拉列表中，选择全部批准。 

 

 点击第二个全部批准以再次确认。 

 

 此时屏幕上会显示成功消息。 

验证用户状态是否更改为在线 (XM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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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建立通信后，可以从齿轮图标找到系统设置 > 系统 360，查看 ISE 与 Cisco DNA Center 之间的当前通信状态。在外部网络服务下，思

科 ISE 服务器显示可用状态。 

 

过程 ：使用设计应用

Cisco DNA Center 提供一个强大的 “设计” 应用，各种规模的客户都可以利用该应用来轻松定义其物理站点和常用

资源。设计应用采用直观的分层形式，在调配设备时无需在多个位置重新定义相同的资源，例如 DHCP、DNS 和 

AAA 服务器。在设计应用中创建的网络层次结构应反映部署的实际物理网络层次结构。 

设计应用是 Cisco DNA Center 和软件定义接入中每个其他工作流程的基本构建要素。本部分中定义的配置和项目

将在后续步骤中使用和调配。设计应用首先需要创建区域、建筑物和楼层的网络层次结构。创建层次结构后，接下

来要定义网络设置。这包括 DHCP 和 DNS 服务器、AAA 服务器和 NTP 服务器，以及在适用情况下，还要定义 

SNMP、系统日志和 Netflow 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只需在设计应用中定义一次，便可在后续步骤中调配至多个设

备。这样可以加快创新速度，而无需在网络基础设施上重复键入相同的服务器配置。定义网络设置后，需要设计、

定义和预留 IP 地址池。这些池用于自动化功能，例如边界切换和局域网自动化，并在后续步骤中用于主机自行激

活。本指南中的设计应用的最后一步是创建和配置无线网络设置，包括 ISE 中的访客门户。  

程序 ：创建网络层次结构

使用 Cisco DNA Center，创建可反映物理部署的区域、建筑物和楼层的网络层次结构。在后续步骤中，系统会将

发现的设备分配给建筑物，以便在拓扑图中使用之前在 “资产” 工具中定义的设备角色以分层方式显示这些设备。 

首先创建区域。在区域内创建子区域和建筑物。要创建建筑物，必须知道街道地址以确定坐标，从而将建筑物放在

地图上。或者，使用不带街道地址的纬度和经度坐标。楼层与建筑物相关，并支持导入楼层地图。对于 SD-Access 

无线，必须提供楼层，因为这是无线接入点的分配位置，这将在后面的步骤中阐明。在这些步骤中创建的每个建筑

物在后期 “调配” 应用程序中代表一个交换矩阵站点。 

要创建网络层次结构，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中，点击设计选项卡。 

 选择网络层次结构选项卡。  

 点击 + 添加站点以开始网络层次结构设计。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添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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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适当的区域名称（例如：San Jose）。 

 点击添加。 

 

 点击 + 添加站点。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添加建筑物。 

 提供适当的建筑物名称（例如：SJC23）。 

 选择在上一步中创建的区域作为父项。 

 填写地址或纬度和经度信息以分配位置。 

 点击添加。 

 

 重复上述步骤来添加站点和建筑物，创建反映组织的物理网络层次结构和拓扑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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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支持 SD-Access 无线，请选择层次结构中建筑物旁边的齿轮图标，选择添加楼层，然后提供相应的详

细信息完成向导。  

 

 

         技术提示          

楼层平面图支持以下格式：.DXF、.DWG、.JPG、.GIF 或 .PNG。 

射频模型类型与无线接入点热图相关。如果需要，可以在创建楼层后修改射频模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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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定义网络设置和服务

在 Cisco DNA Center 中，常见网络资源和设置保存在 “设计” 应用的 “网络设置” 选项卡中。这使用户能够存储

与企业有关的信息，并在各种 Cisco DNA Center 工作流程中重复使用。项目只需定义一次，便可多次使用。 

设计应用中的可配置网络设置包括 AAA 服务器、DHCP 服务器、DNS 服务器、系统日志服务器、SNMP 服务

器、Netflow 收集器、NTP 服务器、时区和当日消息。其中几项适用于 Cisco DNA Center 网络状态感知部署。

对于 SD-Access，必须使用 AAA 和 DHCP 服务器，且始终使用 DNS 和 NTP 服务器。 

默认情况下，当点击 “网络设置” 选项卡时，新配置的设置将被分配为全局网络设置。它们将应用于整个层次结

构，并由每个站点、建筑物和楼层继承。在 “网络设置” 中，层次结构中的默认选择点是全局。 

可以为特定站点定义特定的网络设置和资源。实际上，此部署中的每个交换矩阵站点都有自己的专用 ISE 策略服务

节点，如下一步所示。在此规范性部署中，每个站点都具有相同的 NTP、DHCP 和 DNS 配置，因此在全局级别进

行定义。 

         技术提示         

站点层次结构中的垂直绿条指示当前选定的区域、建筑物或楼层。 

 

 导航至设计 > 网络设置 > 网络。  

 在顶部附近，点击网络遥测旁边的 + 添加服务器。 

 选中 ☑ NTP 复选框。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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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站点层次结构的左侧窗格中，选择全局。 

 输入 DHCP 服务器 IP 地址（例如：198.51.100.30）。 

 在 DNS 服务器下，输入域名（例如：dna.local）和主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例如：

198.51.100.30）。 

 在 NTP 服务器下，输入 NTP 服务器 IP 地址（例如：100.119.4.17）。 

 点击额外 NTP 下的 + 按钮以添加额外的 NTP 字段。 

 输入第二个 NTP 服务器 IP 地址（例如：100.119.4.18）。 

 点击保存。 

 

 使用左侧的窗格导航至层次结构中的建筑物（例如：站点 1）。 

之前在全局下定义的 DHCP、DNS 和 NTP 服务器将在站点级别继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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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顶部附近，点击网络遥测旁边的 + 添加服务器。 

 选中 ☑ AAA 复选框，并验证是否已选中 NTP 复选框。 

 点击确定。  

 

 

 验证配置窗格是否已使用 AAA 服务器进行更新。  

         技术提示 

在此规范性验证中，ISE AAA 服务用于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管理和连接到基础设施的客户端终端。分布式 ISE PSN 定义为将 RADIUS 用于

客户端终端身份验证，将 TACACS+ 用于网络基础设施。 

 在 AAA 服务器下，选中 ☑ 网络和 ☑ 客户端/终端复选框。  

 

 在网络 > 服务器下，选择 ISE 单选按钮。 

 在网络下拉列表中，选择预填充的 ISE 服务器。  

这是主 PAN 的 IP 地址。  

 在协议下，选择 TACACS 单选按钮。 

 在 IP 地址（主）下拉列表中，选择站点的 ISE PSN 的 IP 地址。  

         技术提示 

如果站点有辅助 PSN，请点击 + 按钮，然后在 IP 地址（其他）下拉列表中，选择冗余 ISE P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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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客户端/终端 > 服务器下，选择 ISE 单选按钮。 

 在客户端/终端下拉列表中，选择预填充的 ISE 服务器。  

这是主 PAN 的 IP 地址。  

 在协议下，确保选中 RADIUS 单选按钮。 

 在 IP 地址（主）下拉列表中，选择站点的 ISE PSN 的 IP 地址。 

          

如果站点有辅助 PSN，请点击 + 按钮，然后在 IP 地址（其他）下拉列表中，选择冗余 ISE PSN。 

 

 点击保存。 

系统将为层次结构中的选定级别保存用于 AAA 的 ISE 服务器以及用于 DHCP、DNS 和 NTP 的服务

器，以供后续调配步骤使用。 

 

 对分布式园区部署中的每个站点重复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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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站点 网络设置

 

程序 ：创建全局 地址池

此部分提供有关全局 IP 地址池的信息，并显示如何定义在池预留过程中引用的全局 IP 地址池。  

关于全局 地址池

Cisco DNA Center IPAM（IP 地址管理）工具用于为局域网和边界自动化、ENCS (NFV) 工作流程创建和预留 IP 

地址池，以及在主机自行激活时将子网分段绑定到 VN。IP 地址池在全局级别定义，然后在区域、建筑物或楼层级

别预留。预留 IP 地址池会告知 Cisco DNA Center 将该地址块留给上面列出的一种特殊用途。  

         技术提示 

IP 地址池预留在全局级别不可用。必须在区域、建筑物或楼层级别完成此操作。  

要用于 DHCP 的 IP 地址池必须在 DHCP 服务器上手动定义和配置。即使是思科设备，Cisco DNA Center 也不会调配实际的 DHCP 服

务器。它将池预留为视觉参考，以便在以后的工作流程中使用。DHCP 服务器上的 DHCP 作用域应配置使设备正常工作所需的任何其他 

DHCP 选项。例如，选项 150 用于将 IP 电话定向到 TFTP 服务器以接收其配置，而选项 43 通常用于无线接入点，以将其定向到相应

的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DHCP 和 DNS 服务器对于此部署中的每个站点都是相同的。由于池和站点的数量较多，并非每个池都列于下表

中。完整的 IP 地址池列表可参见附录 C。 

表  地址池 – 站点 到站点

位置 站点的使用情况 池名称 网络 掩码 网关 服务器 服务器

全局 全局池

站点 无线接入点

站点 切换

站点 园区

站点 访客

站点 研究

站点 无线接入点

站点

站点 园区

站点 访客

站点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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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无线接入点

站点 切换

站点 园区

站点 访客

站点 研究

站点 无线接入点

站点

站点 园区

站点 访客

站点 研究

 

必须先在全局级别创建 IP 地址池，然后再保留地址池。由于部署未与可能已配置池的第三方 IPAM 工具集成，因

此应在全局级别创建单个大的汇聚块。 

位置 站点的使用情况 池名称 网络 掩码 网关 服务器 服务器

全局 全局池

要创建全局 IP 地址池，请执行以下操作： 

 

 导航至设计 > 网络设置 > IP 地址池。  

 在左侧的站点层次结构中，选择全局，然后点击 + 添加 IP 池。  

 输入 IP 池名称（例如：172）。 

 输入 IP 子网（例如：172.16.0.0）。 

 使用下拉列表选择适用的 CIDR 前缀（例如：/12）。 

 输入网关 IP 地址（例如：172.16.0.1）。  

 请勿选择重叠。 

 点击保存。 

 

         技术提示          

由于在全局级别定义了汇聚 IP 地址池，因此在预留池时会更灵活、更方便。这需要进行精确的子网规划，并且可能不适用于所有部署，尤

其是在集成与 Cisco DNA Center 建立了 API 集成的第三方 IPAM 工具时。如果汇聚子网不可用，则需要在全局级别定义相同的 IP 地址

池，然后在相应的站点级别进行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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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预留 地址池

定义的全局 IP 地址池用于在网络层次结构中的区域、建筑物或楼层预留池。对于单站点部署，为该站点预留整组

全局 IP 地址池。在用于分布式园区部署的 SD-Access 中，每个站点都有自己分配的子网，这些子网在站点之间

不重叠。 

要在站点级别预留 IP 地址池，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设计 > 网络设置 > IP 地址池。 

 在左侧的站点层次结构中，选择区域、建筑物或楼层以开始 IP 地址池预留  

（例如：站点 1）。 

 在右上角，点击 + 预留 IP 池以显示预留 IP 池向导。  

 输入 IP 池名称（例如：AP-SITE-01）。  

 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LAN。 

 在全局 IP 池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全局池（例如：172）。  

 在 CIDR 表示/IP 地址数量下，选择要使用的地址空间部分  

（例如：172.16.110.0 和 /24 (255.255.255.0)）。 

 定义网关 IP 地址（例如：172.16.110.1）。 

 使用下拉列表选择之前定义的 DHCP 服务器和 DNS 服务器。 

 点击预留。 

  

 对需要在网络中的层次结构中为每个站点预留的所有全局池地址块重复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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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1 和站点 3 的全部预留如下所示。  

图  地址池预留 – 站点

图  地址池预留 – 站点

 

         技术提示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类型时，可用的选项包括通用、局域网、管理、服务和广域网-内部。对于 SD-Access 工作流程，请在预留过程中使用

通用或 LAN。在部署中使用 LAN。其余选项特定于 NFV/ENCS 调配，应仅用于该解决方案。 

 

程序 ：为 无线设计企业无线

Cisco DNA Center 用于自动创建 SSID、SSID 安全、AP 配置文件和参数以及无线服务质量 (QoS) 设置。在 

Cisco DNA Center 中定义这些元素，而不是在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的 GUI 中定义每个（每个 SSID），这可以节省

时间并减少潜在的手动配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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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应用中的无线工作流程分为两步： 

 创建 SSID 及其参数。 

 创建无线配置文件。 

 

创建 SSID 涉及定义名称以及无线网络的类型（语音、数据或两者都有）、无线频段、安全类型和高级选项。  

无线配置文件定义无线网络是交换矩阵还是非交换矩阵，并且定义该配置文件分配到层次结构中的哪些站点和位

置。无线配置（例如 IP 地址池）在层次结构的全局级别配置。  

         技术提示          

下面显示的无线网络创建使用推荐的安全和漫游实践。请根据需要为特定部署调整选项。  

要创建企业无线网络：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设计 > 网络设置 > 无线。 

 在企业无线部分中，点击 + 添加。  

 在创建企业无线网络向导中，完成以下步骤： 

 

a. 输入无线网络名称 (SSID)（例如：CORP）。 

b. 在企业网络类型下，选择语音和数据以及网络快速通道。 

c. 确保广播 SSID：设置为打开。 

d. 选择无线选项（例如：提供频段选择功能的双频操作）。 

e. 对于安全等级，选择 WPA2 Enterprise。 

f. 在高级安全选项下，选择自适应。 

 

 点击下一步继续在向导中导航至无线配置文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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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配置文件旁边的 + 添加。 

 

 在创建无线配置文件对话框中，完成以下步骤： 

 

a. 输入无线配置文件名称（例如：SD-Access Wireless） 

b. 在交换矩阵下，选择是。 

c. 点击站点以打开其他站点对话框。 

d. 选择 SSID 广播所在的位置（例如：San Jose） 

e. 点击确定，关闭站点对话框。 

f. 点击添加以关闭创建无线配置文件向导。 

 

 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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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任何其他企业无线 SSID，请重复此程序。 

         技术提示          

同一无线配置文件可用于多个 SSID。每个 SSID 可通过在工作流程中仅定义特定站点和位置，从而根据需要在这些站点和位置进行广播。  

 

程序 ：为 无线设计访客无线

在 Cisco DNA Center 中设计访客无线 SSID 类似于设计企业无线 SSID。主要区别在于工作流程中的 “访客 

Web 身份验证” 部分。Cisco DNA Center 支持外部 Web 身份验证和集中式 Web 身份验证。 

外部 Web 身份验证使用指定的 URL 重定向访客用户。集中式 Web 身份验证使用身份服务引擎的访客门户序列

将访客用户重定向到 ISE 上托管的强制网络门户。 

访客无线 SSID 创建工作流程分为三步： 

 创建 SSID 及其参数。 

 创建无线配置文件。 

 创建门户。 

 

创建 SSID 时，SSID 名称与身份验证类型一起定义，后者必须是 Web 身份验证/强制网络门户或打开。配置文件

定义无线网络是交换矩阵还是非交换矩阵，并且定义该配置文件分配到层次结构中的哪些站点和位置。ISE 的访客

门户通过 Cisco DNA Center 进行自定义和配置。  

要创建访客无线网络，请执行以下操作： 

 导航至设计 > 网络设置 > 无线。 

 在 “访客无线” 部分中，点击 + 添加。 

 在创建访客无线网络向导中，完成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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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输入无线网络名称 (SSID)（例如：GUEST）。 

b. 在安全等级下，选择网络身份验证。 

c. 在验证服务器下，选择 ISE 身份验证。 

d. 保留其他默认选择。 

 

 点击下一步继续在向导中导航至无线配置文件。 

 在无线配置文件部分中，选择与部署对应的配置文件名称  

位置（例如：SD-Access 无线）。  

  

 在滑入式窗格中，保持交换矩阵的默认选择是。 

 保留其他默认选择。 

如果创建了新的配置文件，请相应地选择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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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窗格底部的保存。 

 点击下一步继续在向导中导航至门户自定义。 

 在门户屏幕中，点击 + 添加。  

 

 系统将显示门户生成器向导。 

提供访客门户名称（例如：GUEST-PORTAL）。 

 

 进行所需的任何自定义。  

 使用滚动条导航至门户的底部。 

 在此之后，点击保存。  

 

 系统会为站点生成一个访客 Web 身份验证门户，并且 GUI 将返回到上一个屏幕。 

 

点击完成以完成访客无线局域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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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使用 策略应用创建分段

SD-Access 支持两个级别的分段：宏分段和微分段。宏分段使用重叠网络 - VRF。微分段使用可扩展组标记 

(SGT) 将策略应用于用户组或设备组。 

以某大学为例，学生和教员的计算机都可以访问打印资源，但学生的计算机不应与教员的计算机直接通信，而且打

印设备不应与其他打印设备通信。此微分段策略可以使用 Cisco DNA Center 中的策略应用来完成，而 Cisco 

DNA Center 利用 API 来对 ISE TrustSec 矩阵进行编程。  

有关为 SD-Access 设计分段的更深入的研究和其他使用案例，请参阅《软件定义接入分段设计指南》。 

策略应用支持创建和管理虚拟网络、策略和合同以及可扩展组标记。统一策略是 SD-Access 解决方案的核心，将其与

其他解决方案区分开来。因此，部署应在执行任何 SD-Access 调配之前设置其 SD-Access 策略（虚拟网络和合

同）。 

SD-Access 的一般操作顺序是设计、策略和调配，对应于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上显示的应用顺序。 

在此部分中，定义重叠网络的分段。（请注意，仅在主机自行激活阶段后才完全创建重叠网络）。此过程会将重叠

网络虚拟化成多个独立的虚拟网络 (VN)。创建 VN 后，将创建 TrustSec 策略，以定义 VN 中的哪些用户和组能

够通信。 

将以下程序作为使用 Cisco DNA Center 部署宏分段和微分段策略的规范示例。  

程序 ：添加企业重叠虚拟网络 – 宏分段

首先创建虚拟网络，然后使用基于组的访问控制策略在 VN 中实施策略。 

 在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中，导航至策略 > 虚拟网络。 

 点击 + 创建新的虚拟网络。 

 输入虚拟网络名称（例如：CAMPUS）。 

 将可扩展组从可用可扩展组窗格拖放到虚拟网络中的组窗格（例如：员工、合同工和网络服务）。 

 点击保存。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solutions/CVD/Campus/CVD-Software-Defined-Access-Segmentation-Design-Guide-2018MA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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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已定义具有关联组的 VN，并显示在左侧的列表中。 

这些虚拟网络定义可用于在后续步骤中调配交换矩阵。 

 对每个重叠网络重复上述程序。 

 

         技术提示          

大多数网络中都有四种常见的虚拟网络：园区/员工、访客/BYOD、BM/物联网和记录/研究，并且几乎所有生产网络中都显示园区/员工和访

客/BYOD。本部署指南将使用这四种常见的虚拟网络。 

 

         技术提示          

常见的配置约定是对任何用户定义的元素全部大写。在策略应用中定义的 VN 将作为 VRF 定义调配给设备。使用全部大写来识别这些用户

定义的变量可以帮助进行故障排除和监控。此约定为最佳实践建议。  

程序 ：添加访客重叠虚拟网络 – 宏分段

创建访客虚拟重叠网络与创建企业虚拟重叠网络非常相似。但是，必须有一种方法来指示此虚拟网络用于访客访

问，以便触发使用在前面步骤中创建的强制网络门户和访客 SSID。  

 在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中，点击策略 > 虚拟网络。 

 点击 + 创建新的虚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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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虚拟网络名称（例如：GUEST）。 

 将可扩展组从可用可扩展组窗格拖放到虚拟网络中的组窗格（例如：GUEST）。 

 选择 ☑ 访客虚拟网络复选框。 

选中此复选框后，此虚拟网络可用于访客 SSID、访客门户和其他与访客相关的工作流程。 

 点击保存。 

 

关于基于组的访问控制策略

SD-Access 将物理网络分段到虚拟网络中，并将安全策略定义为虚拟网络内的网段流量。Cisco DNA Center 允许

管理员明确拒绝或允许每个虚拟网络内的组 (SGT) 之间的流量。此策略在 Cisco DNA Center 中创建，推送到 

ISE，最后向下推送到交换机以实施该策略。 

基于组的访问控制组件

SD-Access 1.2 解决方案支持创建和调配以下策略结构： 

安全组访问控制清单 (SGACL)：通过此策略实施，管理员可基于安全组分配和目标资源控制用户可执行的操作。

Cisco DNA Center 将这些策略称为基于组的访问控制策略，以表达这些构造的意图。 

访问合同：通过此策略实施，管理员可以根据目的端口和协议信息控制用户执行的操作。 

         技术提示          

在概念上，SGACL 有时被称为第 3 层策略，因为它们根据从 SGT 到 IP 绑定获取的第 3 层信息来执行流量。  

在概念上，访问合同有时被称为第 4 层策略，因为它们根据第 4 层 TCP/UDP 端口信息执行流量。Cisco DNA Center 有两个预定义的

访问合同，即允许和拒绝。它们分别允许或拒绝所选组之间的所有流量。  

程序 ：使用 创建基于组的访问控制策略 – 微分段

以下步骤演示如何使用 Cisco DNA Center 创建微分段安全策略，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即可。这个简单的示例展示了

一个基本策略，该策略可用于拒绝 “合同工” 组中的用户与 “员工” 组通信。  

使用单个复选框，Cisco DNA Center 可以在 ISE 中双向部署此策略，同时阻止 “员工” 组与 “合同工” 组进行通

信。 

 在 Cisco DNA Center 中，导航至策略 > 基于组的访问控制 > 基于组的访问控制策略。  

 点击 + 添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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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可用的可扩展组窗格中，拖动合同工组并将其放到源窗格中。 

 将员工组拖到目的窗格中。 

 

 输入策略名称（例如：DENY-CONTRACTORS-TO-EMPLOYEES）。  

 输入可选说明。  

 选择 ☑ 启用策略。 

 选择 ☑ 启用双向。 

 

 点击 + 添加合同以显示可用的访问合同。  

 选择拒绝。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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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保存。 

  

 验证该策略已创建完毕，并列为已部署状态。  

 验证是否还创建并部署了双向反向策略。 

 

 这些策略现在可应用于交换矩阵，并且也可在 ISE 中使用。  

要使用 Cisco DNA Center 查看它们和交叉启动 ISE，请导航至策略 > 基于组的访问控制 > 基于组的访

问控制策略 > 高级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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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开的新浏览器标签页中登录到 ISE。 

此交叉启动将直接打开 ISE TrustSec 矩阵。 

 验证策略是否以编程方式推送到 ISE。 

 

         技术提示          

Cisco DNA Center 的高级选项是一个快捷选项，从这里可以登录 ISE 并导航至工作中心 > TrustSec > TrustSec 策略 > 出口策略 > 矩阵。 

过程 ：使用调配应用程序部署

Cisco DNA Center 中的调配应用程序用于获取在设计应用中定义的网络组件以及在策略应用中创建的分段，并将

它们部署到设备。调配应用程序具有多个相互依存的不同工作流程。此应用还可用于 SWIM 和局域网自动化，不过

这些不属于本文档的范畴。  

该过程首先分配设备并将其调配到站点。将设备调配到站点后，即可开始交换矩阵重叠网络工作流程。这一步首先

创建传输、构造交换矩阵域，然后将站点、建筑物和/或楼层分配到此交换矩阵域。在分配后，Cisco DNA Center 

会将这些位置列为启用交换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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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站点启用了交换矩阵，则可为调配至该站点的设备分配交换矩阵角色。这会为交换矩阵重叠网络创建核心基础

设施。之后完成主机自行激活，将 VN 和预留的 IP 地址池绑定在一起，完成重叠网络配置。  

关于 中的调配

SD-Access 解决方案中的调配包括三个工作流程： 

1. 将设备分配到站点、建筑物或楼层。 

2. 调配要添加到站点、建筑物或楼层的设备。 

3. 将设备调配到交换矩阵角色。 

 

将设备分配到站点会导致 Cisco DNA Center 将设计应用中配置的某些站点级网络设置推送到设备，无论是否将设

备用作 SD-Access 交换矩阵重叠网络的一部分。具体而言，会在设备上调配设计应用中配置的 Netflow 导出器、

SNMP 服务器和陷阱以及系统日志服务器信息。  

将设备调配到站点后，设计应用中剩余的网络设置将被推送到设备。其中包括时区、NTP 服务器和 AAA 配置。 

在交换矩阵角色中定义设备时，会将交换矩阵重叠网络配置推送到设备。  

上述工作流程描述为单独的操作，因为它们支持不同的解决方案工作流程。第一个是网络状态感知解决方案所必需

的，而 SD-Access 解决方案需要全部三个工作流程。  

         技术提示          

将设备分配到站点和将设备调配到站点可以单步完成，也可以作为两个独立的步骤完成。本文档演示单步选项。无论这些步骤一起完成还是

分别完成，配置和调配都不会发生变化。  

程序 ：在 中创建凭证

将设备调配到站点时，它们会收到多个配置，包括指向 ISE 的集中式 AAA 服务器配置。ISE 身份验证优先于此配

置中的本地登录凭证。 

调配到站点的设备根据配置的 ISE 服务器对其控制台和 VTY 线路进行身份验证和授权。为了保持在调配后管理设

备的能力，在发现作业期间定义的凭证必须可直接或通过外部身份源（如 Active Directory）在 ISE 中可用。  

以下步骤显示如何在身份服务引擎中创建与发现作业中定义的用户凭证匹配的内部用户凭证。  

 登录 ISE GUI。 

 导航至管理 > 身份管理 > 身份。  

 点击 + 添加。 

 输入名称（例如：Operator）。 

此名称必须与用于 Cisco DNA Center 发现作业的名称匹配。  

 输入关联的登录密码并重新输入密码。  

 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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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将网络设备分配到站点并调配网络设置

调配过程的第一步首先是选择设备，并将其分配给之前使用设计应用创建的站点、建筑物或楼层。为站点分配和调

配设备在单个程序中完成，而不是作为独立的步骤执行。  

 在 Cisco DNA Center 中，导航至调配 > 设备 > 资产。 

 选择要分配并调配到站点的设备。 

 点击操作。 

 点击调配。 



 

50 
 

   

         技术提示          

最常用的方法是调配在多个小批处理组中共享公共站点分配的设备。要这样做，设备必须是同一类型（例如：路由器和集线器），才能同时

调配它们。  

在 IOS-XE ≥ 16.8.1 中，Catalyst 9000 系列交换机在 GUI 中显示为交换机和集线器（支持 WLC）。Cisco DNA Center 以不同于其他 

Catalyst 交换机的方式对这些设备进行分类 - 交换机和集线器，因此必须单独调配它们。  

 在调配设备向导的第一页中，点击选择站点。  

 在右侧的滑入式窗格中，选择设备的站点分配。 

 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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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如果设备全部位于同一站点，则可以选择 ☑ 应用于全部复选框。  

在适用的情况下，可以为每个设备选择不同的站点位置。 

 

 使用下一步跳过配置和高级配置屏幕。 

 在摘要屏幕中，查看每个设备的详细信息。 

 最后，点击部署。 

 

 在调配设备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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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开始配置每台设备，并在成功调配每台设备时显示状态消息。 “设备资产” 屏幕将更新最后一次调配时

间和调配状态。  

在状态消息消失后，请使用刷新按钮查看设备的最终状态。 

 重复上述步骤，将其余设备分配并调配到适用的站点进行部署。  

程序 ：将无线局域网控制器分配到站点并调配网络设置

为 WLC 调配站点分配和网络设置的工作流程与路由器和交换机的程序略有不同。必须将 WLC 分配为 “活动” 或

“访客锚点 WLC” 。来自多个位置的无线接入点可能与同一 WLC 关联，因此还必须设置 WLC 来管理特定位置的

无线接入点。  

 在 Cisco DNA Center 中，导航至调配 > 设备 > 资产。 

 选择一个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点击操作 > 调配。 

 

 
 

 在调配设备向导的第一页中，点击选择站点。  

 在右侧的滑入式窗格中，选择设备的站点分配。 

这定义了 WLC 将存在于交换矩阵拓扑图中。 

 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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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下一步。 

 选择适当的 WLC 角色（例如：活动主 WLC）。  

 如果 WLC 要管理其所分配的站点以外位置的无线接入点，则可以通过点击管理位置来选择这些位置。 

 使用下一步跳过高级配置屏幕。  

 在摘要屏幕中，查看设备的详细信息。 

 最后，点击部署。 

 

 在调配设备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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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开始配置 WLC，并在成功调配每台设备时显示状态消息。 “设备资产” 屏幕将更新最后一次调配时间

和调配状态。 

在状态消息消失后，请使用刷新按钮查看设备的最终状态。 

过程 ：调配交换矩阵重叠网络

创建交换矩阵重叠网络是一个多步骤工作流程。每个交换矩阵重叠网络步骤均在调配应用程序的交换矩阵选项卡下

进行管理。 

图  交换矩阵调配选项卡

 

调配交换矩阵重叠网络涉及以下步骤： 

 创建传输。 

 创建交换矩阵域。 

 分配和调配交换矩阵角色。 

 设置主机自行激活。 

 
第一步是创建传输。传输是指将交换矩阵站点连接到外部网络（基于 IP 的传输）或者连接到一个或多个交换矩阵

站点（SD-Access 传输）。本指南中会创建基于 IP 的传输和 SD-Access 传输。稍后将在交换矩阵边界节点的

调配期间引用这些传输。 

         技术提示          

SD-Access 传输在域中的站点之间使用，而基于 IP 的传输将用于连接到数据中心和共享服务以及互联网。  

有关详细的拓扑图，请参阅附录 C。 

在传输创建后，会创建交换矩阵域。交换矩阵域是 Cisco DNA Center 的逻辑组织构造。它包含支持交换矩阵的站

点及其关联的传输。站点一次一个地添加到交换矩阵域中。在交换矩阵角色调配期间，传输与边界节点相关联，将

传输和站点连接到域下。 

在创建域和向其添加站点后，每个站点中的设备将被添加到交换矩阵角色。由于存在不同的类型（内部、外部和任

何位置）且单独的传输选项也不同，本文档中单独讲解边界节点调配。调配 SD-Access 重叠网络基础设施（交换

矩阵设备）后，主机自行激活和端口分配将完成，允许终端和无线接入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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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创建基于 的传输 – 交换矩阵调配第 部分

基于 IP 的传输代表远程 BGP 自治系统 (AS)。在后续步骤中，本地 BGP AS 配置为交换矩阵边界调配的一部

分。本规范性指南中的拓扑包括两个基于 IP 的传输和一个 SD-Access 传输。  

基于 IP 的传输将用于自动化站点 1 和数据中心之间以及站点 3 和企业边缘（互联网边缘）之间的边界连接。

SD-Access 传输将用于互连分布式部署中的各种站点，从而允许在这些站点之间进行统一策略配置、构建和实施。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点击右上角的 + 添加交换矩阵域或传输。  

 点击添加传输。 

 

 在滑入式窗格中，选择基于 IP 的传输类型。  

 对于路由协议，选择 BGP – 这是当前唯一的选项。 

 提供传输名称（例如：DATA CENTER）。  

 输入远程 BGP AS 的自治系统编号（例如：65333）。 

 点击添加。 

系统将显示一条状态消息，表示传输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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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上述步骤，创建另一个基于 IP 的传输网络。  

需要提供不同的传输名称（例如：INTERNET EDGE）。  

 

程序 ：创建 传输 – 交换矩阵调配第 部分（续）

SD-Access 传输是用于分布式园区部署的 SD-Access 中站点之间的线路。它使用来自传输控制平面节点的信令

来引导交换矩阵站点之间的流量。 

         技术提示 

传输控制平面节点应始终部署为冗余设备对。  

与创建基于 IP 的传输不同，不需要定义 BGP 自治系统编号，因为 BGP 专有编号 AS 65540 被保留用于传输控制

平面节点，并由 Cisco DNA Center 自动调配。使用此 AS 编号，SD-Access 传输控制平面节点将与分布式园区

部署中的每个站点边界形成 EBGP 邻接关系。  

创建 SD-Access 传输时，工作流程还需要定义用作传输控制平面节点的设备。创建传输并定义节点后，系统会自

动调配它们。调配这些设备不需要执行其他步骤。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点击右上角的 + 添加交换矩阵域或传输。 

 点击添加传输。 

 在滑入式窗格中，选择 SD-Access 的传输类型。 

 提供传输名称（例如：METRO-E-SDA）。 

 使用第一个用于传输控制平面的站点下拉列表，选择适用的设备  

作为传输控制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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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第二个用于传输控制平面的站点下拉列表，选择第二个适用的设备  

作为传输控制平面。  

 点击添加。 

 

         技术提示          

用于传输控制平面的站点下拉列表显示所选站点中当前未为交换矩阵角色调配的所有设备。  

关于传输控制平面节点位置

如拓扑概述部分所述，一对 ISR 4451-x 路由器被用作传输控制平面节点。这些路由器部署（分配和调配）到自己

的专用站点。这些传输控制平面节点可访问，并且具有通过城域以太网线路连接所有站点的 IP 可访问性。 

图  传输控制平面节点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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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设计选项。传输控制平面节点实际上可与部署中的其他设备位于同一站点。主要要求是具有 IP 可访问性，并

且传输控制平面节点不能同时作为交换矩阵中的另一个角色（例如：同时作为传输控制平面节点和站点边界）。 

程序 ：创建交换矩阵域 – 交换矩阵调配第 部分

交换矩阵域是 Cisco DNA Center 的管理构造。它是交换矩阵站点及其关联传输的组合。在调配交换矩阵边界时，传

输会绑定到工作流程中的站点。交换矩阵域可以包括部署中的所有站点或特定站点，具体取决于网络和传输的物理和

地理拓扑。规范性部署包含一个交换矩阵域，该交换矩阵域将包含在设计应用的先前步骤中创建的建筑（站点）。 

         技术提示          

Cisco DNA Center 1.2.0 引入了在调配应用中的拓扑图中具有多个交换矩阵站点的能力。这从 Cisco DNA Center 1.1. x 引入了工作流程

更改。必须为交换矩阵启用每个站点，如以下步骤所示。必须先创建交换矩阵域，然后再将各个站点添加为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这使分配

和调配到站点的设备可以出现在拓扑图中。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点击右上角的 + 添加交换矩阵或传输。 

 点击添加交换矩阵。 

 

 在滑入式窗格中，定义交换矩阵名称（例如：SJC）。 

 从层次结构中选择一个位置（例如：站点 1）。 

 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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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交换矩阵名称（交换矩阵域名称）必须与层次结构中的任何其他区域、建筑物或楼层名称不同。  

 

         技术提示 

为了增加拓扑图、交换矩阵站点调配和交换矩阵角色调配中的精细控制，将建筑（每个站点）单独添加到域中，而不是添加父区域（San 

Jose）。在下一个程序中，单独添加站点的步骤将变得更清晰。  

如果选择父区域而不是单个站点，则在该父区域包含的位置中分配和调配的所有设备都将显示在同一拓扑图中。单独添加站点时，拓扑图仅

显示在该位置分配和调配的设备。  

程序 ：将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添加到交换矩阵域 – 交换矩阵调配第 部分（续）

在设计应用中创建的每个建筑物代表一个单独的交换矩阵站点。在前面的步骤中，创建了一个交换矩阵域，并将一

个站点添加到了该域。以下步骤会将其余站点添加到该域中。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选择新创建的交换矩阵域（例如：SJC）。  

 选择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旁边的 + 按钮。  

 



 

60 
 

 在添加位置滑入式窗格中，选择层次结构中要作为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添加到此交换矩阵域的其他站点。 

 

 点击添加。 

 验证站点是否已添加到左侧的域层次结构中。 

 

 重复这些步骤，添加与此交换矩阵域关联的所有站点。 

 

支持交换矩阵域的站点的最终层次结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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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启用交换矩阵的站点

 

过程 ：分配交换矩阵角色 – 交换矩阵调配第 部分

交换矩阵重叠网络包括三个不同的交换矩阵节点：控制平面节点、边界节点和边缘节点。 

要正常运行，交换矩阵必须具有边缘节点和控制平面节点。这允许终端跨重叠网络传输其数据包，以便彼此通信

（取决于策略）。边界节点允许从交换矩阵内的终端到交换矩阵外的目的地通信以及从外部到内部的反向通信。  

关于交换矩阵边界节点

在调配边界节点时，Cisco DNA Center GUI 中有许多不同的自动化选项。  

边界节点可以具有第 3 层切换、第 2 层切换或两者皆有（取决于平台）。边界节点可以连接到 IP 传输、SDA 传输

或同时连接两者（取决于平台）。边界节点可以提供到互联网的连接、交换矩阵站点外其他非互联网位置的连接，或

同时连接两者。它可以严格地在边界节点角色中运行，也可以同时作为边界节点和控制平面节点运行。最后，边界节

点可以是路由器或交换机，这会在用以支持交换矩阵 DHCP 和第 3 层切换的调配配置中产生略微差异。 

对于不同的自动化选项，了解每个选项的使用案例和意图是成功部署的关键。 

         技术提示          

第 2 层切换用于迁移目的。它将 SD-Access 网络（站点）连接到传统网络（非 SD-Access 网络），并允许两个网络中终端之间的通信

以及在它们之间重叠 IP 地址空间。目前，Catalyst 9000 系列交换机支持第 2 层切换，但本规范性部署指南未涵盖此功能。有关其他信

息，请参阅附录 B 中的 Cisco Live BRKCRS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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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节点 – 网络类型

将设备调配为边界节点时，有三个选项可用于指示边界节点所连接的网络类型： 

• 公司其他位置（内部） 

• 外部世界（外部） 

• 任何位置（内部和外部） 

 

内部边界连接到部署中的已知路由，例如数据中心。作为内部边界，它会将这些已知路由注册到站点本地控制平面节

点，该节点直接将这些前缀与交换矩阵关联。  

外部边界连接到未知路由，例如互联网、WAN 或 MAN。它是本地站点的交换矩阵重叠网络的最后选用网关。连接

到 SD-Access 传输的边界必须始终使用外部边界功能。它还可以使用如下所述的任何位置边界选项。 

当网络使用一组设备退出站点时，使用任何位置边界选项。它直接连接到已知和未知路由。连接到 SD-Access 传

输的边界节点如果还连接到融合路由器以提供对共享服务的访问，则可以使用此选项。 

         技术提示          

查看拓扑图。此部署不会使用以任何位置角色运行的任何边界。了解这种区别对于生产部署很重要。选择错误的边界节点类型可能会影响部

署成功，或导致不必要的配置消耗和利用资源。  

虽然站点 2、站点 3、站点 4 和站点 5 中的站点边界节点通过物理传输来访问共享服务（已知路由）和互联网（未知路由），但这些边

界节点不连接到融合路由器，也不需要向其站点本地控制平面节点注册共享服务路由。因此它们不是任何位置边界。  

边界选择类型对于成功部署非常关键。  

边界节点 – 交换矩阵角色

调配边界节点时，还可以将设备调配为控制平面节点。或者，控制平面节点角色和边界节点角色可以是独立设备。

虽然设备上的配置因这些选择而异，但 Cisco DNA Center 会对复杂性进行抽象化，了解用户的意图，并调配适当

的结果配置来创建交换矩阵重叠网络。  

在 GUI 中，Cisco DNA Center 将这些配置选项称为添加为 CP，添加为边界和添加为 CP+边界。  

应部署哪种选项归根结底是设计问题，取决于目标边界节点设备上运行的现有技术、流程和路由，以及交换矩阵站

点的规模要求和拓扑本身的物理布局。有关进一步介绍，请参阅附录 B 中的软件定义接入设计和部署 CVD，以及 

Cisco Live BRKCRS-2810 和 BRKCRS-2811。 

         技术提示          

对于选择 “外部” 、 “内部” 和 “任何位置” 以及 “添加为边界” 或 “添加为 CP + 边界” ，没有任何限制。例如，设备（取决于平台）可以作为仅内部

边界节点运行，该节点在同一设备上具有控制平面节点功能或这些选项的任何其他变体。请注意以下步骤中显示的弹出 ⚠警告，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程序 ：调配站点交换矩阵重叠

以下步骤将在站点 1 中以交换矩阵角色调配控制平面节点、边缘节点和 WLC。此外，还将调配连接到 SD-

Access 传输网络的（外部）边界节点。在部署中，站点 1 中的两个设备是（内部）边界节点，通过融合路由器连

接到数据中心。它们在下一个步骤中进行调配。  

站点 1 到站点 4 将在控制平面节点角色和边界节点角色中使用独立的专用设备。站点 5 将使用在相同设备上运

https://clnv.s3.amazonaws.com/2018/anz/pdf/BRKCRS-2810.pdf
https://clnv.s3.amazonaws.com/2018/anz/pdf/BRKCRS-2811.pdf


 

63 
 

行（有时也称为并置）的控制平面节点和边界节点角色。有关其他和高级拓扑图，请参阅附录 C。  

图  站点 重叠拓扑

 

         技术提示          

如果在一个设备上组合两个交换矩阵角色，请在工作流程中的适用位置选择添加为 CP+边界。 

不需要将设备指定到控制平面节点功能和边界节点功能。但是，根据边界节点上正在执行的其他路由和交换功能，并置这些角色时会涉及规

模问题。此外，如果边界节点也是网络的核心交换机，则还需要考虑数据包转发和处理。 

传统上，核心交换机设计旨在提供必要的可扩展性、负载分担、快速收敛和高速容量，同时使用少即是多的方法尽可能减少数据包处理。一

般说来，核心交换机应尽可能采用最低配置，以满足这些设计要求。  

如果在交换矩阵边界节点或并置角色中使用核心交换机，请使用适当的规划、准备和试验。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选择交换矩阵域 (SJC)。  

 从右侧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中选择交换矩阵站点（站点 1）。  

系统会加载拓扑图，显示调配到该站点的设备。  

 在交换矩阵拓扑视图中，点击将用作交换矩阵边缘节点的节点。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olutions/Enterprise/Campus/HA_campus_DG/hacampusdg.html#wp110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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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添加到交换矩阵。 

 

 对用作交换矩阵边缘节点的其他设备重复此步骤。  

 点击一个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添加到交换矩阵。 

 

 点击将作为控制平面节点运行而无边界节点功能的设备。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添加为 CP。  

 

 对没有边界功能的任何冗余专用控制平面节点重复此步骤。 

 点击将作为外部交换矩阵边界节点运行的设备。 

此设备应连接到城域专用线路，而不是连接到融合路由器。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添加为边界。  

系统将显示滑入式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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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边界连接到未知路由或城域传输时， 

在滑入式窗格中选择外部世界（外部）。 

 提供本地 BGP 自治系统编号（例如：65001）。  

 

 在传输下，选择之前创建的 SDA 传输 

（例如：METRO-E-SDA）。  

 点击添加。  

已添加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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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滑入式窗格底部的蓝色添加按钮。 

 

 弹出的 ⚠警告窗口会提供有关交换矩阵边界节点的更多信息。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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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站点中的任何其他仅外部边界节点重复这些步骤。  

 验证设备是以蓝色突出显示，并具有交换矩阵角色标签（例如：B、CP、E）。  

这表示将这些设备调配到交换矩阵的意图。  

 

在右下角，点击保存。  

 

 在修改交换矩阵域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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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交换矩阵拓扑图显示配置和调配意图。  

它们不代表或表示配置和调配状态。  

程序 ：调配内部边界节点

内部边界节点连接到网络中的已知路由，例如数据中心。内部边界节点最常用于提供对共享服务网络（例如 DHCP 

和 DNS）的访问。最常见的是，它们直接连接到另一台设备，例如融合路由器（在下一部分介绍）。内部边界节点

与外部边界节点不同，因为它们将前缀注册到主机跟踪数据库（控制平面节点）的方式与交换矩阵边缘节点注册前

缀和终端的方式类似。此注册将通知交换矩阵站点的其余部分，并最终通知交换矩阵域这些前缀可通过此内部边界

节点访问。  

由于这些内部边界节点直接连接到融合路由器，因此它们将利用之前创建的基于 IP 的传输（数据中心）。这将指

示 Cisco DNA Center 使用 VRF lite 调配第 3 层切换配置，以便在后续步骤中使用。  

以下步骤将为内部边界调配第 3 层切换，该切换将交换矩阵 VN 扩展到下一跳融合路由器。这将在操作部分中的

融合路由器配置完成后允许交换矩阵中的终端访问共享服务。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选择交换矩阵域 (SJC)。  

 从右侧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中选择交换矩阵站点(站点 1)。  

系统会加载拓扑图，显示调配到该站点的设备。  

 选择要用作内部边界的设备。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添加为边界。 

系统将显示滑入式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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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边界仅连接到已知路由时，请选择公司其他位置（内部）。 

 输入本地 BGP 自治系统编号（例如：65001）。  

 

 在选择 IP 地址池下，选择要用于第 3 层切换的先前定义的池  

（例如：BGP-站点 01）。  

 在传输下，选择之前创建的 IP 传输（例如：数据中心）。 

 点击添加。  

已添加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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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IP 传输名称以将其展开  

 

 点击 + 添加接口。  

 

 在新的滑入式窗格中，选择连接到第一个融合路由器的外部接口  

（例如：TenGigabitEthernet1/11）。  

 由于创建了基于 IP 的传输，BGP 远程 AS 编号会自动填充。  

点击 ^ 展开虚拟网络部分。  

 选择将需要访问共享服务的所有虚拟网络。  

 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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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已显示所需的外部接口和虚拟网络数量。  

点击滑入式窗格底部的添加。 

         技术提示 

下一过程将介绍 INFRA_VN。它与全局路由表相关联（它不是 VRF 定义），并由无线接入点和扩展节点使用。如果这些设备需要 

DHCP、DNS 和其他共享服务，则应在虚拟网络下选择 INFRA_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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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警告弹出窗口中点击确定。  

 对冗余内部边界节点重复这些步骤。 

 完成后，点击交换矩阵拓扑屏幕右下角的保存。  

 在修改交换矩阵域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 

程序 ：调配冗余第 层切换

作为冗余策略，关键网络设备会成对部署。融合路由器也不例外。它们也通常部署为一对设备，以避免硬件中出现

单点故障。为了避免在与融合路由器的上行链路中出现单点故障，交换矩阵边界节点通过单独的接口连接到每个融

合路由器。其概念是构建三角形而非正方形，以产生最高恢复能力和确定性融合。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olutions/Enterprise/Campus/HA_campus_DG/hacampusdg.html#wp1107806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olutions/Enterprise/Campus/HA_campus_DG/hacampusdg.html#wp1107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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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过程中，为每个内部边界节点上的单个融合路由器的第 3 层切换调配了一个接口。以下步骤显示了在每个边

界节点上调配第二个第 3 层切换接口的过程。第二个接口连接到冗余的上游融合路由器。  

 从站点 1 的交换矩阵拓扑图中，点击先前调配的内部边界节点。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编辑边界。  

 

 在传输下，点击 > 以展开之前定义的 IP 传输。  

 系统将显示之前定义的外部接口和虚拟网络数量。  

点击 + 添加接口。  

 

 在新的滑入式窗格中，选择连接到第二台融合路由器的外部接口  

（例如：TenGigabitEthernet1/12）。  

 由于创建了基于 IP 的传输，BGP 远程 AS 编号会自动填充。  

点击 ^ 展开虚拟网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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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将需要访问共享服务的所有虚拟网络。  

 点击保存。 

 

 验证是否显示了第二个外部接口和虚拟网络数量以及先前配置的外部接口。 

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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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警告弹出窗口中点击确定。 

 对连接到第二个融合路由器的第二个内部边界节点的接口重复这些步骤。 

 完成后，点击交换矩阵拓扑屏幕右下角的保存。  

 在修改交换矩阵域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 

过程 ：配置主机自行激活 – 交换矩阵调配第 部分

主机自行激活是前面所有步骤的顶点。它将来自设计应用的预留 IP 地址池与策略应用中配置的虚拟网络绑定，并

将交换矩阵配置的其余部分调配给以交换矩阵角色运行的设备。  

主机自行激活包含四个不同的步骤 – 全部位于交换矩阵站点的调配 > 交换矩阵 > 主机自行激活选项卡下。 

 定义身份验证模板。 

 创建主机池。 

 定义 SSID 地址池。 

 分配无线接入点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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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选择身份验证模板。这些模板在 Cisco DNA Center 中预定义，并向下推送到作为站点内的边缘节点运行

的所有设备。必须首先完成此步骤：必须先定义身份验证模板，然后才能创建主机池。  

第二步是将 IP 地址池绑定到虚拟网络 (VN)。绑定后，这些组件统称为主机池。多个 IP 地址池可以与同一个 VN 

关联。但是，一个 IP 地址池不得与多个 VN 关联。这样做将允许 VN 之间的通信，并中断 SD-Access 中的宏

分段。  

部署 SD-Access 无线时，需要执行第三步。此步骤将 SSID 绑定到 IP 地址池。最后一步是在端口级别选择性地

修改身份验证模板，以便无线接入点可以连接到网络。如果在部署中使用 802.1x，则需要执行此步骤。 

关于身份验证模板

身份验证模板在所有边缘节点的下游（访问）端口上部署某些接口级命令。默认情况下，访问端口被视为边缘节点

上作为交换机端口（而不是路由端口）运行的所有铜缆端口。这些接口级命令是基于端口的网络访问控制配置，可

在连接的终端连接到网络之前对其进行验证。  

有四种受支持的内置身份验证模板：  

1. 封闭式身份验证 

2. 开放式身份验证 

3. 简易连接 

4. 无身份验证 

 

这些模板基于 AAA 分阶段部署实施策略，具有高安全模式、低影响模式、监控模式和无身份验证模式。  

将鼠标悬停在 Cisco DNA Center 中的每个选项上可看到有关身份验证模板的信息。  

图  身份验证模板

 

         技术提示          

虽然思科无线接入点包含 802.1x 请求方，并且可以使用 802.1x 连接到网络，但在 SD-Access 中目前不支持此连接。因此，如果使用前三种

身份验证模板中的一种，则必须将连接到无线接入点的边缘节点上的端口修改为 “无身份验证” 模式。这将在后续步骤中变得更加清晰。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olutions/Enterprise/Security/TrustSec_1-99/Phased_Deploy/Phased_Dep_Guide.html#wp39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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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分配身份验证模板并创建有线主机池 – 主机自行激活第 部分

创建主机池时，会将预留 IP 地址池形式的子网绑定到 VN。从设备配置的角度来看，Cisco DNA Center 在交换矩

阵节点上创建 VRF 定义，创建 SVI 或环回接口（分别在交换机和路由器上），定义将这些接口用于 VRF 转发，

并为其提供定义为预留池网关的 IP 地址。  

创建主机池时有多个选项，包括流量类型、第 2 层扩展、第 2 层泛洪、组、关键池和身份验证策略。其中许可选

项不属于本文档的范围，此处列出供参考。 

图  主机池配置选项

 

流量类型定义为应用 QoS 配置的语音或数据。对于任何 1.1.8 以上版本部署，应始终启用第 2 层扩展。有关剩

余选项的其他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B 中的软件定义接入 CVD 和其他参考资料。  

以下步骤将为站点 1 交换矩阵定义封闭式身份验证模板，并为有线 VN 创建主机池。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选择交换矩阵域 (SJC)。  

 从右侧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中选择交换矩阵站点（站点 1）。  

 点击主机自行激活选项卡。  

 在选择身份验证模板下，选择封闭式身份验证，然后点击右侧的保存按钮。 

 

 
 

 在修改身份验证模板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以表示使用所需模板的意图。  

在此过程结束时，系统将实际调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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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虚拟网络下，选择要用于有线客户端的 VN（例如：CAMPUS）。  

 

 在编辑虚拟网络：CAMPUS 滑入式窗格中，选择 IP 池名称以  

将其关联到 VN（例如：CORP-SITE-01）。  

 在流量类型下，选择数据。  

 验证第 2 层扩展为打开状态。  

 点击更新。 

 

 在修改虚拟网络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 

 对站点中剩余的用户定义的 VN 和 IP 地址池重复这些步骤，以创建有线主机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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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创建 INFRA_VN 主机池 – 主机自行激活第 部分

无线接入点是交换矩阵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它们像终端一样连接到边缘节点，但它们实际上是交换矩阵基础设施的

一部分。因此，它们的流量模式是唯一的。无线接入点通过重叠网络接收 DHCP 地址，并通过底层网络与 WLC 

关联。一旦与 WLC 相关联，它们就由 WLC 通过重叠网络在 Cisco DNA Center 中进行注册。为了适应此流

量，无线接入点子网（位于全局路由表 [GRT] 中）与重叠网络相关联。Cisco DNA Center GUI 会调用这个与 

GRT 相关联的特殊重叠网络 INFRA_VN。  

INFRA_VN 代表基础设施虚拟网络，旨在表示属于网络基础设施的设备，但以类似于连接终端的方法连接到网络，即直

接连接到边缘节点的下游端口。无线接入点和扩展节点（用于物联网的 SD-Access 扩展）都属于 INFRA_VN。  

         技术提示          

虽然 INFRA_VN 在 GUI 中标记为虚拟网络（因为它是重叠网络的一部分），但在网络中不调配为 VRF 定义。它不是真正的 VRF，而且 

INFRA_VN 的路由在全局路由表中。这是一点重要又微妙的区别，特别是对于 Catalyst 9200 这样支持的 VRF 数量较少的设备。 

由于流量的唯一和不对称，这一点区别也很重要。有关无线接入点流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D-Access 无线设计和部署指南。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选择交换矩阵域 (SJC)。  

 从右侧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中选择交换矩阵站点（站点 1）。  

 点击主机自行激活选项卡。  

 在 “虚拟网络” 下，选择要用作无线接入点主机池的 INFRA_VN。  

 在编辑虚拟网络：INFRA_VN 滑入式窗格中，选择要将其与 VN 关联的 IP 池名称  

（例如：AP-SITE-01）。  

 选择 AP 作为池类型。  

 验证第 2 层扩展已打开。  

对于 INFRA_VN，它必须处于打开状态。 

 点击更新。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8-5/b_SD_Access_Wireless_Deployment_Guide.html#concept_20C3F7CE8A9B47EB89F9661FBC902E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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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修改虚拟网络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 

程序 ：分配 子网并分配无线接入点端口 – 主机自行激活第 部分

必须为交换矩阵站点的每个 SSID 分配一个 IP 地址池，以便在连接到无线网络时，无线主机与正确的子网关联。

这会将它们放在客户端重叠网络中，因为 INFRA_VN 是 AP 重叠网络。 

为了让无线接入点自己连接到网络，必须在端口级别修改身份验证模板。在将身份验证模板设置为无身份验证时，

Cisco DNA Center 可以通过在交换矩阵边缘节点上调配思科发现协议（基于 CDP）宏来实现 AP 自动自行激活。

如果全局使用不同的身份验证模板（例如封闭式身份验证），则必须在 Cisco DNA Center 更改边缘节点上的下游交

换机端口配置。 

以下步骤将为企业和访客 SSID 分配 IP 地址池，并修改在边缘节点端口级别使用的身份验证模板，以支持接入端

口连接。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选择交换矩阵域 (SJC)。  

 从右侧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中选择交换矩阵站点（站点 1）。 

 点击主机自行激活选项卡。  

 在无线 SSID 下，为访客 SSID 选择 IP 地址池  

（例如：GUEST:172.16.113.0）。 

 对企业 SSID 重复此步骤（例如：CAMPUS:172.16.112.0）。 

 点击右侧的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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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修改 SSID 表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  

 

 在选择端口分配下，点击边缘节点（例如：3850-24P-01）。 

 选择无线接入点所连接的接口的 ☑ 复选框。  

（例如：GigabitEthernet1/0/1）。  

 点击分配。  

 

 在端口分配滑入式窗格中，在连接的设备类型下，选择无线接入点 (AP)。 

 在身份验证模板下，选择无身份验证。 

系统将根据 INFRA_VN 主机池自动填充地址池。 

 点击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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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修改接口段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 

 

         技术提示 

在修改多个边缘节点上的端口分配时，必须在选择每台交换机之间点击 “保存”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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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操作” 部分提供有关为 SD-Access 交换矩阵域提供共享服务和互联网访问的全面概述。此配置的大部分是在融合

路由器和互联网边缘路由器的 CLI 上手动执行。虽然共享服务是部署的必要部分，但是严格地说，它们在交换矩阵

外部。由于在交换矩阵外部，这些设备不会从 Cisco DNA Center 接收自动调配。 

“操作” 部分首先讨论如何使用融合路由器访问共享服务，以及有关融合路由器要求和配置的相应信息。从边缘节点

向下游设备提供对共享服务的访问后，无线接入点可以通过 DHCP 接收 IP 地址，其中 DHCP 选项 43 指向其站

点本地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无线接入点将通过 WLC 在 Cisco DNA Center 中进行注册（进入资产中）。在进入资

产中后，可以使用在设计应用步骤中创建的特定无线配置来调配它们。  

当涉及 BGP 和 LISP 之间的交互时，冗余边界节点有特殊的注意事项。为帮助进行故障切换，需要在这些冗余设

备之间手动配置 IBGP 会话。由于子接口的支持，路由器和交换机的配置有所不同，因此这两个选项都将讨论。然

后，此部分介绍了提供对交换矩阵域的互联网访问的规范性配置，并在边界调配步骤中提供有关连接到互联网选项的

详细信息和注意事项。  

过程 ：提供对共享服务的访问

在通过端到端工作流程创建交换矩阵重叠网络时，会定义和创建 VN。当这些 VN 被调配到交换矩阵设备时，它们

会被配置为 VRF 定义。在后面的主机自行激活步骤中，每个 VRF 都与在设计应用步骤中定义的一个或多个子网相

关联。结果是交换矩阵重叠网络中的终端相互关联，并通过 VRF 表路由数据包。这也是分段的第一层。  

DHCP 和 DNS 等共享服务通常可通过全局路由表 (GRT) 访问，也可以位于自己的专用 VRF 中，具体取决于设

计。难点是提供一种方法来将这些共享服务路由从 GRT/VRF 通告到边界节点上的 VN 路由表，以便交换矩阵中的

终端可以访问它们。这里使用融合路由器来实现。 

关于融合路由器

融合路由器这一通用术语来自 MPLS 第 3 层 VPN。基本概念是，由于静态路由配置或通过路由对等，融合路由器

知道每个 VPN (VRF) 中可用的前缀，因此可以将这些路由融合在一起。通用融合路由器的职责是在单独的 VRF 之

间路由流量（VRF 泄漏），或将往返 VRF 的流量路由到全局路由表中的 DHCP 和 DNS 服务器等共享资源池中

（路由泄漏）。这两项职责都涉及将路由从一个路由表移到一个单独的 VRF 路由表中。 

SD-Access 中的融合路由器具有多种技术要求。它必须支持： 

• 多个 VRF 

• 802.1q 标记（VLAN 标记） 

• 子接口（使用路由器时）或交换虚拟接口 (SVI)（使用第 3 层交换机时） 

• BGPv4，特别是用于扩展社区属性的 MP BGP 扩展（RFC 4760 和 RFC 7606） 

 

         技术提示          

虽然将交换机或路由器用作融合路由器是可行的，但交换机却有其他注意事项。只有某些高端型号支持子接口。因此，在 Catalyst 

9300/3850 等固定配置模式下，必须在交换机上创建 SVI 并将其添加到 VRF 转发定义中，然后使用第 2 层中继连接到边界节点。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docs/wireless-mobility/wireless-lan-wlan/97066-dhcp-option-43-00.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olutions/Enterprise/WAN_and_MAN/ngmane/ngmaneadv.html#wp1081944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4760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7606#section-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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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由于融合路由器位于 SD-Access 交换矩阵之外，因此它不是由 Cisco DNA Center 专门管理（用于自动化）。因此，融合路由器的配置

是手动的。未来的版本和发展可能会降低或消除融合路由器的需求。  

关于路由泄漏

在 SD-Access 部署中，融合路由器具有单一责任：为交换矩阵中的终端提供对共享服务的访问。根据共享服务的

部署方式，有两种主要的方法来完成此任务。  

当共享服务路由在 GRT 中时，使用第一个选项。使用 IP 前缀列表匹配共享服务路由，路由映射引用 IP 前缀列

表，VRF 配置引用路由映射，以确保仅泄漏特定匹配的路由。附录 D 中讨论了此选项以及此规范性指南中未选择

它的原因。第二个选项是将共享服务放在专用 VRF 中。将共享服务放在一个 VRF 中，而将交换矩阵终端放在其他 

VRF 中时，路由目标会在它们之间泄漏。  

每个选项都可行且有效。为简单起见，此规范性部署指南将共享服务放在一个专用 VRF 中。但是，生产部署可以

使用任何一个选项。  

对共享服务的访问是主要在融合路由器的命令行界面上执行的多步骤工作流程。 

1. 在边界节点和融合路由器之间创建第 3 层连接。 

2. 使用 BGP 从边界节点和融合路由器扩展 VRF。 

3. 使用路由泄漏或 VRF 泄漏来在融合路由器上的路由表之间共享路由。 

4. 通过 BGP 将泄漏的路由分发回边界节点。 

图  路由泄漏工作流程

 

程序 ：使用调配应用获取 和 信息 – 第 部分

Cisco DNA Center 可用于确定在前面的步骤中调配的第 3 层切换配置。需要此信息来确定融合路由器上所需的相

应配置。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选择交换矩阵域 (S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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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右侧的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中选择交换矩阵站点（站点 1）。  

系统会加载拓扑图，显示调配到该站点的设备。  

 点击先前由第 3 层 VRF 切换调配的内部边界节点。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查看设备信息。  

 

 在滑入式窗格中，滚动到列出的接口，然后点击 > 展开信息。  

 第 3 层切换调配信息与本地 IP 和必要的远程 IP 一起显示。  

请注意此信息，因为它将在后续程序中使用。  

 重复这些步骤，收集有关冗余边界节点的信息。 

 

 

         技术提示          

在第 3 层边界切换自动化期间，Cisco DNA Center 在定义的 IP 地址池中使用 VLSM 来创建多个 /30 子网。  

每个子网都与以 3001 开头的 VLAN 相关联。Cisco DNA Center 当前不支持在调配和取消调配设备时重用 VLAN。如屏幕截图所示，

VLAN 号将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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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在融合路由器上配置 定义 – 命令运行程序工具

下一个任务是在融合路由器和边界节点之间创建 IP 连接。Cisco DNA Center 在前面的步骤中自动完成了边界节点

上的配置。在每个融合路由器上，必须为需要与共享服务连接的每个虚拟网络创建 IP 连接，并且必须为融合路由

器和冗余边界节点之间的每个接口执行此操作。  

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要将接口配置为与 VRF 实例相关联，必须先创建 VRF。作为一种最佳实践，边界

节点和融合路由器上的 VRF 配置应相同，包括在两个设备集上使用相同的路由目标和路由标识。  

         技术提示          

通常为了简化管理，将路由目标 (RT) 和路由标识 (RD) 配置为相同的值，但这不是必需的。这只是一种可降低管理负担并提高简单性的配

置约定。此约定用于 Cisco DNA Center 调配的配置。RD 和 RT 也将匹配 LISP 实例 ID。 

可以使用设备的 CLI 或通过 Cisco DNA Center 的命令运行程序工具检索边界节点上的 VRF 配置。  

要使用命令运行程序显示边界节点 VRF 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的右上角，导航至工具 > 命令运行程序。 

 选择一个具有第 3 层 IP 切换的边界（例如：6832-01 (192.168.10.3)）。  

 设备将添加到屏幕中心的设备列表中。  

在命令栏中，键入命令 show running-config | section vrf definition。 

 点击添加按钮。  

 

 验证该命令显示在设备列表中的设备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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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屏幕底部的运行命令按钮。  

 

 几分钟后，系统会执行该命令，并将结果返回到 Cisco DNA Center。 

点击命令（显示为绿色边框表示已成功执行）以查看结果。 

 

 复制所显示的 VRF 配置，以用于后续步骤。 

 

 访问融合路由器的 CLI 并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configure terminal 

 粘贴 VRF 配置，使 RD、RT 和 VRF 名称完全匹配。 

对冗余融合路由器重复这些复制和粘贴步骤。  

         技术提示 

Cisco DNA Center 为路由目标和路由标识调配了预留值。  

• INFRA_VN 预留 1:4097。 

• DEFAULT_VN 预留 1:4098。 

DEFAULT_VN 是 Cisco DNA Center 1.0 提供的预定义 VN，主要用于实验中，或者如果原始部署使用此 VN 并且随后云更新到现代代

码版本，则可以使用。出于此原因，本指南不介绍此项。 

RT 和 RD 值从 1:4099 继续，并随创建并绑定到主机池的每个 VRF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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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在边界节点和融合路由器之间创建第 层连接 – 融合路由器第 部分

Cisco DNA Center 在内部边界节点上调配了 VRF-lite 配置。以下部分将演示如何在融合路由器上创建相应的 

VRF-lite 配置。  

         技术提示          

在此规范性部署中，在融合路由器上配置了现有的 VRF SHARED_SERVICES。面向共享服务的接口已配置为用于 VRF 定义的转发。  

vrf definition SHARED_SERVICES 
    rd 1:4097 
  address-family ipv4 
    route-target export 1:4097 
    route-target import 1:4097 
 
interface Vlan51 
  vrf forwarding SHARED_SERVICES 
  ip address 198.51.100.11 255.255.255.0 
 

 

融合路由器既可以是真正的路由器，也可以是交换平台。这两种平台都支持交换矩阵边界的角色。所有现代思科第 

3 层交换机都支持 SVI 和中继，但并非所有这些交换机都支持子接口。路由器必须使用子接口，因为它们不支持中

继端口。这会导致 VRF-lite 的可能配置存在固有差异 - 子接口或 SVI 和中继端口。  

本部署指南使用第 3 层交换机作为融合路由器。站点 1 中的内部边界节点作为分布层的一部分，也是第 3 层交

换机。因此，VRF-lite 配置将利用 SVI 和中继端口来创建连接，将 VRF 扩展到融合路由器，以及交换路由信息。  

前面的步骤在融合路由器上创建了 VRF。接下来的步骤将使用 Cisco DNA Center 中边界节点的查看设备信息屏幕中

的 IP 地址和 VLAN 信息。  

当融合路由器是交换平台时，必须首先创建 VLAN。创建 VLAN 后，也会创建相应的 SVI，并将其配置为用于 

VRF 转发，以及为其分配 IP 地址。最后，会创建一个中继端口来用于适当的 VlAN 转发，从而在边界节点和融合

路由器之间建立连接。  

         技术提示 

Cisco DNA Center 在边界节点上调配了一个 VLAN 和 SVI，用于 GUI 中称为 INFRA_VN 的 GRT 的转发。  

在融合路由器上，相应的接口将用于转发预定义的 SHARED_SERVICES V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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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从查看设备信息屏幕收集的信息，在接下来的步骤中，将在融合路由器上创建以下连接。 

图  融合路由器和内部边界 –

 

 在第一个融合路由器上的全局配置中，创建 VLAN。 

vlan 3001-3008 

exit 

 将每个 SVI 配置为用于 VRF 转发，并根据查看设备信息屏幕中的信息设置适用的 IP 地址。 

 

请记住使用 no shutdown 将 SVI 置于 up/up 状态。  

interface vlan 3001 

  vrf forwarding SHARED_SERVICES 

  ip address 172.16.111.2 255.255.25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02 

  vrf forwarding CAMPUS 

  ip address 172.16.111.6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03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72.16.111.10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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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vlan 3004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72.16.111.14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配置允许定义的 VLAN 的中继接口。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1/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nternal Border 6832-02 | TenGig 1/11 

  switchport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001-3004 

  no shutdown 

 

 对第一个融合路由器上的第二个接口重复这些步骤。  

interface vlan 3005 

  vrf forwarding SHARED_SERVICES 

  ip address 172.16.111.18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06 

  vrf forwarding CAMPUS 

  ip address 172.16.111.22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07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72.16.111.26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08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72.16.111.30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1/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nternal Border 6832-01 | TenGig 1/11 

  switchport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005-3008  

  no shutdown 

 使用 ping 命令验证第一个融合路由器与边界节点之间的 IP 连接。  

ping vrf SHARED_SERVICES 172.16.111.1 

ping vrf CAMPUS 172.16.111.5  

ping vrf RESEARCH 172.16.111.9  

ping vrf GUEST 172.16.111.13  

 

ping vrf SHARED_SERVICES 172.16.111.17 

ping vrf CAMPUS 172.16.111.21 

ping vrf RESEARCH 172.16.111.25 

ping vrf GUEST 172.16.111.29 

 对第二个融合路由器重复这些步骤。  

 

! 第一个接口和 VLAN 集 

vlan 3009-3016 

    exit 

 

interface vlan 3009 

  vrf forwarding SHARED_SERVICES 

  ip address 172.16.111.34 255.255.255.2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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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vlan 3010 

  vrf forwarding CAMPUS 

  ip address 172.16.111.38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11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72.16.111.42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12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72.16.111.46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1/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nternal Border 6832-02 | TenGig 1/12 

  switchport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009-3012 

  no shutdown 

 

! 第二个接口和 VLAN 集 

interface vlan 3013 

  vrf forwarding SHARED_SERVICES 

  ip address 172.16.111.50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14 

  vrf forwarding CAMPUS 

  ip address 172.16.111.54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15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72.16.111.58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16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72.16.111.62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1/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nternal Border 6832-01 | TenGig 1/12 

  switchport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013-3016 

  no shutdown 

 使用 ping 命令验证第二个融合路由器与边界节点之间的 IP 连接。  

ping vrf SHARED_SERVICES 172.16.111.33 

ping vrf CAMPUS 172.16.111.37 

ping vrf RESEARCH 172.16.111.41  

ping vrf GUEST 172.16.111.45 

 

ping vrf SHARED_SERVICES 172.16.111.49 

ping vrf CAMPUS 172.16.111.53 

ping vrf RESEARCH 172.16.111.57 

ping vrf GUEST 172.16.1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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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在融合路由器和边界节点之间建立 邻接关系 – 融合路由器第 部分

现在，IP 连接已建立并已验证，可以在融合路由器和边界节点之间创建 BGP 对等关系。  

在边界节点上，Cisco DNA Center 为 VRF 创建了 SVI 转发，并使用这些 SVI 作为更新源为对等邻接关系创建了 

BGP 配置监听。相应的配置将应用于融合路由器，但是有一点偏差。由于共享服务位于融合路由器上的 VRF 中，

因此它们将在 BGP 配置中使用 address-family ipv4 vrf 而不是与 GRT 关联的默认 address-family ipv4 来通告 

SHARED_SERVICES 前缀。 

         技术提示 

以上偏差是由于将共享服务放在专用 VRF 而不是 GRT 中的设计选择。这些步骤和设计方式将允许在后续步骤中使用路由目标导入和导出

在 VRF 之间泄漏路由。  

有关路由泄漏选项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附录 D。 

 在第一个融合路由器上创建 BGP 进程。  

 从早期步骤开始，就使用基于 IP 的传输中定义的相应自治系统。  

建议的做法是，将环回 0 接口用作 BGP 路由器 ID。  

router bgp 65333 

  bgp router-id interface Loopback0 

 输入 vrf SHARED_SERVICES 的 IPv4 地址系列并完成以下步骤： 

a. 定义第一个边界节点邻居及其对应的 AS 编号。 

（请记住，这与边界节点上的 GRT 相对应）。 

b. 定义要使用适用 SVI 的更新源。 

c. 激活 NLRI 与第一个边界节点的交换。 

address-family ipv4 vrf SHARED_SERVICES 

  neighbor 172.16.111.1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1 update-source Vlan3001 

  neighbor 172.16.111.1 activate 

 对具有冗余边界节点的邻接关系重复这些步骤。 

address-family ipv4 vrf SHARED_SERVICES 

  neighbor 172.16.111.17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17 update-source Vlan3005 

  neighbor 172.16.111.17 activate 

 使用适用的 SVI 作为对等的更新源，为其余 VRF 配置邻接关系。 

address-family ipv4 vrf CAMPUS 

  neighbor 172.16.111.5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5 update-source Vlan3002 

  neighbor 172.16.111.5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21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21 update-source Vlan3006 

  neighbor 172.16.111.21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RESEARCH 

  neighbor 172.16.111.9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9 update-source Vlan3003 

  neighbor 172.16.111.9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25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25 update-source Vlan3007 

  neighbor 172.16.111.25 ac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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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family ipv4 vrf GUEST 

  neighbor 172.16.111.13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13 update-source Vlan3004 

  neighbor 172.16.111.13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29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29 update-source Vlan3008 

  neighbor 172.16.111.29 activate 

 在第一个融合路由器上完成此配置后，请在第二个融合路由器上重复此操作。  

router bgp 65333 

  bgp router-id interface Loopback0 

 

address-family ipv4 vrf SHARED_SERVICES 

  neighbor 172.16.111.33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33 update-source Vlan3009 

  neighbor 172.16.111.33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49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49 update-source Vlan3013 

  neighbor 172.16.111.49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CAMPUS 

  neighbor 172.16.111.37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37 update-source Vlan3010 

  neighbor 172.16.111.37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53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53 update-source Vlan3014 

  neighbor 172.16.111.53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RESEARCH 

  neighbor 172.16.111.42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42 update-source Vlan3011 

  neighbor 172.16.111.42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57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57 update-source Vlan3015 

  neighbor 172.16.111.57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GUEST 

  neighbor 172.16.111.45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45 update-source Vlan3012 

  neighbor 172.16.111.45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61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61 update-source Vlan3016 

  neighbor 172.16.111.61 ac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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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使用路由目标泄漏共享服务路由 – 融合路由器第 部分

通过在融合路由器上的 VRF 中共享服务路由并形成 BGP 邻接关系，可以使用路由目标来在 VRF 之间泄漏路由。

这种泄漏将在融合路由器的路由表内部发生。泄漏后，这些路由将被通告到交换矩阵边界节点，并可供需要这些服

务的交换矩阵中的终端访问。  

         技术提示          

路由目标 (RT) 是一种 BGP 扩展社区属性。它是一种可选的可传递属性，当信息跨越自治系统边界时会保留下来。路由目标标识 VPN 成

员身份（哪个 VRF），并用于在 VRF 之间传输路由。可以在 RFC 4360 中找到更多信息。路由目标的结构类似于路由标识 (RD)，但不

应混淆这两个元素。路由标识附加到路由（当通过 MP BGP 进行通告时）以使其唯一。  

 

VRF 配置已从边界节点复制，并已在融合路由器上配置。每个 VRF 都已导入并导出其自己的路由目标。这表示 

VRF 使用定义的路由目标导出自己的路由，并从具有定义的路由目标的任何其他 VRF 导入路由。  

此程序将完成以下步骤并获得以下结果： 

• 融合路由器上的每个 VRF 将导入与 SHARED_SERVICES VRF (1:4097) 关联的路由目标。  

• 通过导入此路由目标 (1:4097)，每个 VRF 都将把共享服务子网导入到路由表中。 

• SHARED_SERVICES VRF 将导入与其他 VRF（1:4099、1:4100、1:4101）关联的路由目标。  

• 这些操作融合了各个 VRF 表之间的路由。 

 

生成的配置将产生以下结果： 

图  路由目标和前缀导入和导出

 

 在两台融合路由器上，将 SHARED_SERVICES VRF 路由目标导入园区 VRF。 

vrf definition CAMPUS 

 address-family ipv4 

  route-target import 1:4097 

  route-target import 1:4099 

 exit-address-family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4360#sectio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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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余 VRF 重复此 SHARED_SERVICES VRF 路由目标导入步骤。 

vrf definition GUEST 

 address-family ipv4 

  route-target import 1:4097 

  route-target import 1:4100 

 exit-address-family 

 

vrf definition RESEARCH 

 address-family ipv4 

  route-target import 1:4097 

  route-target import 1:4100 

 exit-address-family 

 

 在 SHARED_SERVICES VRF 下，导入交换矩阵 VRF 的路由目标。 

vrf definition SHARED_SERVICES 

 address-family ipv4 

  route-target import 1:4099 

  route-target import 1:4100 

  route-target import 1:4101 

 exit-address-family  

过程 ：调配和验证无线接入点

现在，已调配连接到无线接入点的边缘节点端口，调配并配置内部边界节点和融合路由器，并完成了共享服务前缀

的路由泄漏，无线接入点能够访问 WLC 和 DHCP 服务器，以便接收 IP 地址，通过 DHCP 选项 43 与正确的 

WLC 相关联，并通过 WLC 注册到 Cisco DNA Center 资产。  

注册到资产中后，必须调配无线接入点，才能接收正确的射频配置文件配置，并以 SD-Access 无线接入点角色加

入重叠网络。以下步骤会将无线接入点调配到建筑物（站点）中的楼层，并使用射频配置文件调配这些无线接入

点，从而使它们能够以交换矩阵角色运行。  

         技术提示          

WLC 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将无线接入点注册到 Cisco DNA Center 的资产。要手动加速此过程，请选择资产中的 WLC，点击操作，然后

选择重新同步。如果无线接入点已与 WLC 相关联，此过程将手动触发 WLC 向 Cisco DNA Center 注册这些无线接入点。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设备 > 资产。 

 选择无线接入点。  

 点击操作 > 调配。  

系统将显示调配设备向导屏幕。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docs/wireless-mobility/wireless-lan-wlan/97066-dhcp-option-4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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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必须将无线接入点分配到楼层。如果楼层尚未添加到大楼，请按照工作流程设计应用部分中所述的步骤添加。  

 在第一个向导屏幕分配站点中，点击选择楼层。  

 从右侧的滑入式窗格中，选择设备的楼层分配（选择楼层）。 

 点击保存。  

 

 如果无线接入点全部位于同一个站点，请使用 ☑ 应用到全部复选框。  

在适用的情况下，可以为每个设备选择不同的站点位置。 

 

 在向导的配置页面上，选择所需的射频配置文件（例如：典型）。  

 

☑ 应用到全部可用于将相同的射频配置文件应用于多个无线接入点。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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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摘要屏幕是否显示射频配置文件信息，包括无线电类型、信道宽度和数据速率。 

 点击部署。 

 

 在调配设备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 

 系统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表示将重新启动无线接入点。 

点击确定。 

 

 系统开始配置无线接入点，并在成功调配每台设备时显示状态消息。“设备资产” 屏幕将更新最后一次调配

时间和调配状态。 

 

使用刷新按钮查看设备调配的最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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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无线射频配置文件（RF 配置文件）定义动态带宽选择（信道宽度）、动态信道分配、支持的数据速率、传输功率配置和阈值，以及接收方数据包

起始检测阈值。低、中（典型）和高是 Cisco DNA Center 中预先封装好的 RF 配置文件。设计应用还支持创建自定义射频配置文件。 

程序 ：无线接入点验证

传统上，无线接入点获取来自终端的 802.11 流量，将其转换为 802.3，然后输入本地有线网络，或使用 

CAPWAP 将流量通过隧道传输到 WLC，然后将流量放在有线网络上。当为交换矩阵启用 SSID 时，它会告诉无

线接入点以不同方式处理数据包。在交换矩阵中，无线接入点将 802.11 流量转换为 802.3，并将其封装到 

VXLAN 中，从而对客户端的 VN 和 SGT 信息进行编码。此 VXLAN 隧道在第一跳交换机（边缘节点）处终止。 

命令运行程序工具可用于验证无线接入点是否已加入交换矩阵重叠网络，并通过验证此 VXLAN 隧道与其连接的边

缘节点进行通信。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的右上角，导航至工具 > 命令运行程序。 

 选择具有连接的无线接入点的边缘节点 

（例如：3850-24p-01 (192.168.10.5)）。 

 验证设备是否已添加到屏幕中央的设备列表中。 

 在命令栏中，键入命令 show access-tunnel summary。 

 点击添加按钮以添加命令。  

 

 验证该命令显示在设备列表中的设备下方。  

 

 点击屏幕底部的运行命令按钮。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cloud-systems-management/network-automation-and-management/dna-center/1-2-8/user_guide/b_dnac_ug_1_2_8/b_dnac_ug_1_2_8_chapter_010000.html?bookSearch=true#task_AB862846D1494BCB906F5BB93FD6ED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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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后，系统会执行该命令，并将结果返回到 Cisco DNA Center。 

点击命令（显示绿色文本表示已成功执行）以查看结果。  

 

图  无线接入点和边缘节点之间的 隧道成功

 

过程 ：在冗余外部边界节点之间创建 邻接关系

交换矩阵重叠网络在路由定位器 (RLOC) 之间通过隧道传输流量。SD-Access 中的 RLOC 始终是以交换矩阵角

色运行的设备的环回 0 接口。 

当边界节点配置为外部世界（外部）选项时，不会将外部网络重新分发到 SD-Access 交换矩阵 – 这是内部边界节点

执行的功能。 

任何目标位于交换矩阵站点之外的流量都必须穿过边界节点。如果边界节点的上行链路接口或上游设备发生故障，

则该边界节点的环回 0 接口 (RLOC) 仍可由交换矩阵中的其他设备访问。这会导致数据包的潜在黑洞。 

Cisco DNA Center 调配或 LISP 中没有内置方法来缓解此问题。解决此潜在问题的首选方法是在冗余边界节点之

间建立 IBGP 邻接关系。使用冗余设备之间的交叉链路即可实现这一点。从设计和建议的实践角度来看，为了允许

不间断的流量，应在所有冗余边界类型和冗余融合路由器之间形成 IBGP 邻接关系。需要为全局路由表和所有 VRF 

形成这些邻接关系。 

一旦建立了 IBGP 对等会话，就可在出现接口或上游设备故障时提供重定向路径。它是一种额外的网络流量路径，

有助于避免在基本故障情况下产生流量黑洞。 

边界节点和融合路由器可以是第 3 层交换机，也可以是真正的路由平台。在第 3 层交换机中，设备可能支持子接

口，例如 Catalyst 6800 系列 - 或仅支持交换虚拟接口 (SVI)。这会导致 IBGP 配置有许多特定于部署的变体。

此规范性部署指南在大多数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中使用路由平台作为交换矩阵边界节点。因此，IBGP 配置将使用路

由器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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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层交换机也用于内部边界节点和融合路由器。有关使用交换平台作为冗余对中边界节点或融合路由器的 IBGP 

配置示例，请参阅附录 E。  

         技术提示          

冗余设备之间的交叉链路是网络设计方面的最佳实践。在拓扑中，所有冗余边界（内部和外部）、冗余融合设备与冗余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之

间都存在交叉链路。在这些对的每对之间配置 IBGP，以便在接口或上游设备发生故障时提供重定向路径。  

程序 ：配置 路由平台

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ISR) 和汇聚多业务路由器 (ASR) 等路由平台支持子接口（dot1q VLAN 子接口）。路由器上

的子接口应用于在冗余设备之间创建 IBGP 邻接关系。  

此程序将首先创建子接口，然后将其分配给现有 VRF 并为其提供 IP 地址。建立并验证 IP 连接后，将使用子接口

作为更新源来创建 BGP 邻接关系。  

         技术提示          

Cisco DNA Center 有多个保留的 VLAN。VLAN 数量少于 1000 通常可以安全地用于创建 IBGP 邻接关系。由于 VLAN 在冗余设备之

间本地有效，因此相同的 VLAN 可用于多个冗余对。  

 在第一个外部边界节点路由器的 CLI 中，打开物理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no shutdown 

 定义将为全局路由表转发的子接口。  

 定义 VLAN 编号和 IP 地址。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100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SR-4451-08 | GRT 

 encapsulation dot1Q 100 

 ip address 10.10.10.1 255.255.255.252 

 

 定义其余 VRF 的子接口、VLAN 和 IP 地址。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101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SR-4451-08 | VRF CAMPUS 

 vrf forwarding CAMPUS 

 encapsulation dot1Q 101 

 ip address 10.10.10.5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10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SR-4451-08 | VRF GUEST 

 encapsulation dot1Q 102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0.10.10.9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103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SR-4451-08 | VRF RESEARCH 

 encapsulation dot1Q 103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0.10.10.13 255.255.255.252 

 在第二个外部边界节点路由器的 CLI 中，打开物理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no shutdown 

 定义将为全局路由表转发的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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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相应的 VLAN 编号和 IP 地址。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100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SR-4451-07 | GRT 

 encapsulation dot1Q 100 

 ip address 10.10.10.2 255.255.255.252 

 定义其余 VRF 的相应子接口、VLAN 和 IP 地址。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101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SR-4451-07 | VRF CAMPUS 

 vrf forwarding CAMPUS 

 encapsulation dot1Q 101 

 ip address 10.10.10.6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10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SR-4451-07 | VRF GUEST 

 encapsulation dot1Q 102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0.10.10.10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103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SR-4451-07 | VRF RESEARCH 

 encapsulation dot1Q 103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0.10.10.14 255.255.255.252 

 验证边界节点上的子接口之间的连接。  

ping 10.10.10.2 

ping vrf CAMPUS 10.10.10.6 

ping vrf RESEARCH 10.10.10.10 

ping vrf GUEST 10.10.10.14  

 在第一个边界节点上，为全局路由表启用冗余对等体之间的 IBGP。  

使用子接口作为更新源。  

router bgp 65001 

  neighbor 10.10.10.2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2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100 

 

address-family ipv4 

  neighbor 10.10.10.2 activate 

 为其余 VRF 启用冗余对等体之间的 IBGP。 

使用子接口作为更新源。  

address-family ipv4 vrf CAMPUS 

  neighbor 10.10.10.6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6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101 

  neighbor 10.10.10.6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GUEST 

  neighbor 10.10.10.10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10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102 

  neighbor 10.10.10.10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RESEARCH 

  neighbor 10.10.10.14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14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103 

  neighbor 10.10.10.14 activate 

 完成冗余边界节点上的相应配置。  

router bgp 65001 

  neighbor 10.10.10.1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1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100 

 

address-family ipv4 

  neighbor 10.10.10.1 activate 

 



 

102 
 

address-family ipv4 vrf CAMPUS 

  neighbor 10.10.10.5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5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101 

  neighbor 10.10.10.5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GUEST 

  neighbor 10.10.10.9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9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102 

  neighbor 10.10.10.9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RESEARCH 

  neighbor 10.10.10.13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13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103 

  neighbor 10.10.10.13 activate 

过程 ：为分布式园区的 提供互联网接入

分布式园区的 SD-Access 的互联网接入与单站点 SD-Access 部署中的互联网接入不同，在采用边界节点调配的

情况下尤为如此。在单个站点中，网络到互联网的出口点是网络调配中定义的外部边界节点。在对分布式园区部署

的 SD-Access 中，根据定义该部署具有多个交换矩阵站点，部署中的许多站点可能具有直接互联网接入 (DIA)，

或者所有互联网流量都可能将 SD-Access 传输遍历至单站点位置，以便流出交换矩阵域。这两种设计都适用于部

署，但后者在流量通过隧道穿过城域网到达总部位置的城域中最为常见。  

在单个站点或单站点部署中，外部或任意位置边界节点被视为 “最后选用的交换矩阵站点网关” 。从流量角度来

看，交换矩阵基础设施会查询本地站点控制平面节点，以了解将数据包发送到何处。如果本地站点控制平面节点的

数据库中没有用于目的设备的条目，该节点将指示请求设备将流量发送到外部（或任意位置）边界节点。  

在分布式园区的 SD-Access 中，站点边界节点是最后选用的交换矩阵站点网关，但控制平面流量与单站点部署不

同。在站点内，将发生与上述内容相同的控制平面请求和应答。但是，站点边界节点可能会收到其没有转发路径的

数据包。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会查询传输控制平面节点，以确定是否应将流量发送到另一个交换矩阵站点，或者是

否应将流量发送到互联网。如果流量指向互联网（如果数据库中没有条目），则传输控制平面节点指示站点边界将

流量发送到部署中的特定设备。  

图  未知或互联网目的数据包流

 

在 Cisco DNA Center GUI 中，这些特定设备是在调配时标记有 ☐ 此站点连接到互联网？选项的边界节点。选择 ☑ 

此选项可将此边界节点作为 “最后选用的交换矩阵域网关” 。  

当站点边界查询传输控制平面节点以到达未知目的地址且控制平面数据库中没有条目时，站点边界会受指示将流量

发送到配置有连接到互联网选项的边界。流量以轮询方式发送到每个具有此标志的边界节点。如果部署中有多个站点

具有互联网接入功能，则这是一个重要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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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仅当此边界节点具有企业边缘或服务提供商边缘路由器等上游跳时，才应使用 ☐ 此站点连接到互联网？选项。通常，连接到互联网设备应

是部署中的设备，使用到最终提供互联网接入的下一跳的默认路由 (0.0.0.0/0)。仅连接到 SDA 传输的边界节点不应使用此选项。 

在设备本身中，此标志指示边界节点将 RIB 而不是 LISP 用于默认路由。  

程序 ：调配连接到互联网边界节点

在部署拓扑中，站点 3 的边界节点连接到 SD-Access 传输和上游互联网边缘路由器。工作流程将演示如何在连接

到互联网边界节点上使用 VRF-lite 通过第 3 层切换来调配 SD-Access 传输和基于 IP 的传输。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选择交换矩阵域 (SJC)。  

 从右侧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中选择交换矩阵站点（站点 3）。  

系统会加载拓扑图，显示调配到该站点的设备。  

 点击设备以执行交换矩阵边界节点角色。  

 为了调配基于 IP 的传输，此设备还应连接到上游互联网边缘路由器。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添加为边界（或添加为 CP+ 边界[若适用]）。  

系统将显示滑入式窗格。 

 

 在边界连接到上游提供商和城域以太网传输时，  

在滑入式窗格中选择外部世界（外部）。 

 提供 BGP 本地 AS 编号（例如：65003）。  

 在选择 IP 地址池下，选择要用于  

基于 IP 的切换的 IP 地址池（例如：BGP-SITE-03 [172.16.1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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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此设备是互联网的出口点，并且具有指向上游设备的默认路由，因此请选择 ☑ 此站点连接到互联网？选项。 

 

 在传输下，选择先前创建的 SDA 传输（例如：SDA：METRO-E-SDA）。 

 点击灰色添加按钮。  

已添加 SDA 传输。  

 

 在传输下，选择先前创建的基于 IP 的传输（例如：IP: INTERNET EDGE）。 

 点击灰色添加按钮。  

已添加基于 IP 的传输。  

 

 点击 IP 传输名称以将其展开  

 点击 + 添加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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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滑入式窗格中，选择连接到第一个互联网边缘路由器的外部接口 

（例如：GigabitEthernet0/1/2）。  

 由于工作流程中的先前步骤，BGP 远程 AS 编号会自动填充。  

点击 ^ 展开虚拟网络选择。  

 选择将需要互联网接入的所有 VN。 

点击保存。  

 

 验证已显示所需的外部接口和虚拟网络数量。  

 点击 + 添加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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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滑入式窗格中，选择连接到第二个互联网边缘路由器的外部接口 

（例如：GigabitEthernet0/1/3）。  

此接口应不同于先前步骤中使用的接口。  

 

 由于工作流程中的先前步骤，BGP 远程 AS 编号会自动填充。  

点击 ^ 展开虚拟网络选择。  

 选择将需要互联网接入的所有 VN。  

它们应与为其他接口选择的 VN 相同。  

 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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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边界节点滑入式窗格底部的蓝色添加按钮。  

 弹出的 ⚠警告窗口会提供有关交换矩阵边界的更多信息。  

点击确定。  

 

 对连接到互联网边缘路由器的第二个仅外部边界节点重复这些步骤。  

 完成后，点击交换矩阵拓扑屏幕右下角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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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配设备滑入式窗格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 

 点击应用。 

图  站点 拓扑 交换矩阵角色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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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边缘拓扑概述

交换矩阵域的外部（互联网）连接具有大量可能的变体形式，并且这些变体形式基于底层网络设计。这些变体形式

的常见相似之处表现在：连接到互联网边界节点将连接到下一跳设备，并会经过该设备访问互联网，具体取决于其路

由信息。此设备可以是实际的互联网边缘路由器、融合路由器、ISP 路由器或一些其他下一跳设备。  

在此规范性部署中，站点 3 边界节点连接到一对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作为其外部下一跳。这些互联网边缘路由器连接到上

游企业边缘防火墙，这些防火墙配置为使用 NAT 并最终连接到 ISP。站点 3 边界节点具有通过全局路由表通向互联网

边缘路由器的静态默认路由。互联网边缘路由器具有通过其全局路由表通向企业边缘防火墙的静态默认路由。 

图  默认路由概述 站点

 

         技术提示          

为了拓扑图的简单起见，不显示从设备到互联网边缘路由器和从互联网边缘路由器到企业边缘防火墙的冗余链路，尽管它们存在于部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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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互联网连接

无论网络的其余部分是如何在交换矩阵外部设计或部署的，由于 Cisco DNA Center 提供的配置，部署中会有一些

共同之处。连接到互联网边界节点的 VRF 路由表中将具有 SD-Access 前缀。作为连接到互联网的前提条件，其全局路

由表中还将具有指向其下一跳的默认路由。此默认路由必须以某种方式从 GRT 通告给 VRF。这允许数据包向互联

网流出交换矩阵域。此外，必须将边界节点上的 VRF 表中的 SD-Access 前缀通告给外部域（交换矩阵域外

部），以便收回（吸引）数据包。  

         技术提示          

验证时使用的解决方案是实现互联网接入交换矩阵域中终端的目标的其中一种可行解决方案。提供的解决方案代表基于交换矩阵域拓扑、上

游连接以及特定部署需求的推荐做法。  

确保互联网接入 SDA 交换矩阵（在全局路由表与 VRF 路由表之间泄露）是在互联网边缘路由器的 CLI 中执行多

步骤进程。 

1. 在边界节点和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之间创建第 3 层连接。 

2. 使用 BGP 创建邻接关系并接收 VRF 路由。 

3. 将默认路由通告回站点 3 边界的 VRF 表。 

 

图  默认路由通告工作流程

 

在站点 3 边界节点上，VRF 和 BGP 配置与第 3 层切换已由 Cisco DNA Center 调配。对于此规范性指南中的

互联网接入，其上游对等体将不会感知 VRF。所有交换矩阵域前缀都将在互联网边缘路由器的全局路由表中获知，

这些设备的默认路由将通过 BGP 通告回站点 3 边界节点。  

程序 ：使用调配应用获取 和 信息 – 第 部分

Cisco DNA Center 用于确定在前面的步骤中调配的第 3 层切换配置。这对于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的相应配置是必需的。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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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交换矩阵域 (SJC)。  

 从右侧支持交换矩阵的站点中选择交换矩阵站点（站点 3）。  

系统会加载拓扑图，显示调配到该站点的设备。  

 点击在前述步骤中调配的连接到互联网边界。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查看设备信息。  

系统将显示一个新的滑入式窗格。  

 

 滚动到呈蓝色列出的接口，然后点击 > 展开该部分。  

显示第 3 层切换调配信息。  

请注意此信息，因为它将在后续步骤中使用。 

 

 重复这些步骤，收集有关第二个边界节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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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在边界节点和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之间创建第 层连接。

下一个任务是创建从边界节点到互联网边缘路由器的 IP 连接。在每个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必须为需要与互联网

连接的每个虚拟网络创建 IP 连接，并且必须为路由器和冗余边界之间的每个接口执行此操作。  

Cisco DNA Center 在前面的步骤中配置了边界节点。此配置将保持不变。互联网边缘路由器将不会感知 VRF。所

有 SD-Access 前缀（EID 空间）将在其全局路由表中获知，并且默认路由将通过 BGP 通告回边界节点。使用本

指南中的方法，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的 BGP 配置不需要使用多协议 BGP（address-family vrf 或 address-family vpnv4）

或使用 VRF 建立邻接关系。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VRF 本地有效。站点 3 边界节点上的自动 BGP 配置需要通过 VRF 路由表建立 BGP 邻接关系。这意

味着从邻居获知的路由将安装到 VRF 表中，而不是全局路由表中。在物理链路的另一端 - 互联网边缘路由器 - 

BGP 邻居关系不需要使用 VRF 建立。当在 BGP 配置下定义邻居时，它只是表示路由器将与定义的邻居交换来自 

VRF 或地址系列的路由。 

图  互联网边缘路由器到边界节点 到

 

执行以下步骤将在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创建子接口。这些子接口用于执行连接和 BGP 对等，但不会感知 VRF。  

 在第一个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在连接到第一个边界节点的链路上创建子接口。  

 从早期步骤开始，将相应的 VLAN 和 IP 地址用于查看设备信息中的 INFRA_V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3026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GRT 

 encapsulation dot1Q 3026 

 ip address 172.16.131.2 255.255.255.252 

 创建定义相应 VLAN 和 IP 地址的其余子接口。  

每个子接口都将位于 GRT 中，但将与边界节点上的 VRF 对等。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3027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VRF CAMPUS  

 encapsulation dot1Q 3027 

 ip address 172.16.131.6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3028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VRF GUEST 

 encapsulation dot1Q 3028 

 ip address 172.16.131.10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3029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VRF RESEARCH 

 encapsulation dot1Q 3029 

 ip address 172.16.131.14 255.255.255.252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routing/when-to-use-bgp-address-family/m-p/1927841/highlight/true#M189905


 

113 
 

 对连接到第二个边界节点的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的第二个接口重复这些步骤。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5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5.3034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GRT 

 encapsulation dot1Q 3034 

 ip address 172.16.131.34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5.3035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VRF CAMPUS 

 encapsulation dot1Q 3035 

 ip address 172.16.131.38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5.3036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VRF GUEST 

 encapsulation dot1Q 3036 

 ip address 172.16.131.42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5.3037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VRF RESEARCH 

 encapsulation dot1Q 3037 

 ip address 172.16.131.46 255.255.255.252 

 测试第一个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与两个边界节点之间的 IP 可访问性。 

ping 172.16.131.1 

ping 172.16.131.5 

ping 172.16.131.9 

ping 172.16.131.13 

 

ping 172.16.131.33 

ping 172.16.131.37 

ping 172.16.131.41 

ping 172.16.131.245 

 在第二个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的第一个接口上完成类似的相应配置。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3038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4 | GRT 

 encapsulation dot1Q 3038 

 ip address 172.16.131.50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3039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4 | VRF CAMPUS  

 encapsulation dot1Q 3039 

 ip address 172.16.131.54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3040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4 | VRF GUEST 

 encapsulation dot1Q 3040 

 ip address 172.16.131.58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4.3041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4 | VRF RESEARCH 

 encapsulation dot1Q 3041 

 ip address 172.16.131.62 255.255.255.252 

 在第二个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的第二个接口上完成类似的相应配置。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5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5.3030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GRT 

 encapsulation dot1Q 3030 

 ip address 172.16.131.18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5.3031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VRF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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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apsulation dot1Q 3031 

 ip address 172.16.131.22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5.303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VRF GUEST 

 encapsulation dot1Q 3032 

 ip address 172.16.131.26 255.255.255.25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5.3033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ASR-1002x-03 | VRF RESEARCH 

 encapsulation dot1Q 3033 

 ip address 172.16.131.30 255.255.255.252 

 测试第二个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与两个边界节点之间的 IP 可访问性。 

ping 172.16.131.49 

ping 172.16.131.53 

ping 172.16.131.57 

ping 172.16.131.61 

 

ping 172.16.131.17 

ping 172.16.131.21 

ping 172.16.131.25 

ping 172.16.131.29 

程序 ：在边界节点和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之间创建 邻接关系。

由于 IP 连接已建立并已验证，可以在互联网边缘路由器和边界节点之间创建 BGP 邻接关系。  

在边界节点上，调配了子接口（用于面向 VRF 进行转发）和 BGP 配置，该配置用于使用该子接口作为更新源来

监听邻接关系。尽管邻接关系是通过 GRT 建立的，但仍将在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应用相应配置。  

 在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创建 BGP 进程。  

 在早期步骤中，使用基于 IP 的传输中定义的相应自治系统。  

建议的做法是，将环回 0 接口用作 BGP 路由器 ID。  

router bgp 65535 

  bgp router-id interface Loopback0 

 定义邻居及其对应的 AS 编号。 

 定义更新源以使用相应子接口。 

 激活 NLRI 与第一个边界节点的交换。 

  neighbor 172.16.131.1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1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4.3026 

  neighbor 172.16.131.1 activate 

 使用适用的子接口作为对等的更新源，配置其余邻接关系。 

  neighbor 172.16.131.5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5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4.3027  

  neighbor 172.16.131.5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31.9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9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4.3028  

  neighbor 172.16.131.9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31.13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13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4.3029  

  neighbor 172.16.131.13 activate 

 继续这些步骤以构建邻接关系，并激活与第二个边界节点的 NLRI 交换。  

  neighbor 172.16.131.33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33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5.3034 

  neighbor 172.16.131.33 act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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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ghbor 172.16.131.37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37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5.3035 

  neighbor 172.16.131.37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31.41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41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5.3036 

  neighbor 172.16.131.41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31.45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45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5.3037 

  neighbor 172.16.131.45 activate 

 

 验证是否已与每个边界节点形成邻接关系。 

ASR-1002x-01# show ip bgp summary  
 

BGP router identifier 10.254.123.200, local AS number 65535 

BGP table version is 11, main routing table version 11 

9 network entries using 2232 bytes of memory 

25 path entries using 3400 bytes of memory 

5/2 BGP path/bestpath attribute entries using 1400 bytes of memory 

1 BGP AS-PATH entries using 24 bytes of memory 

0 BGP route-map cache entries using 0 bytes of memory 

0 BGP filter-list cache entries using 0 bytes of memory 

BGP using 7056 total bytes of memory 

BGP activity 9/0 prefixes, 25/0 paths, scan interval 60 secs 

 

Neighbor        V           AS MsgRcvd MsgSent   TblVer  InQ OutQ Up/Down  State/PfxRcd 

10.10.10.2      4        65535    7368    7383       11    0    0 4d15h           8 

172.16.131.1    4        65003    7367    7383       11    0    0 4d15h           2 

172.16.131.5    4        65003    7375    7375       11    0    0 4d15h           2 

172.16.131.9    4        65003    7357    7372       11    0    0 4d15h           2 

172.16.131.13   4        65003    7362    7375       11    0    0 4d15h           2 

172.16.131.33   4        65003    7370    7378       11    0    0 4d15h           2 

172.16.131.37   4        65003    7372    7374       11    0    0 4d15h           2 

172.16.131.41   4        65003    7369    7369       11    0    0 4d15h           2 

172.16.131.45   4        65003    7382    7371       11    0    0 4d15h           2 

ASR-1002x-01# 

 在第二个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完成相应配置。  

router bgp 65535 

  bgp router-id interface Loopback0 

 

  neighbor 172.16.131.49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49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4.3038   

  neighbor 172.16.131.49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31.53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53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4.3039   

  neighbor 172.16.131.53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31.57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57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4.3040   

  neighbor 172.16.131.57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31.61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61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4.3041   

  neighbor 172.16.131.61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31.17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17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5.3030 

  neighbor 172.16.131.17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31.21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21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5.3031   

  neighbor 172.16.131.21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31.25 remote-as 65003 

  neighbor 172.16.131.25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5.3032   

  neighbor 172.16.131.25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31.29 remote-as 6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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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ghbor 172.16.131.29 update-source GigabitEthernet0/0/5.3033   

  neighbor 172.16.131.29 activate 
 

 验证是否已与每个边界节点形成邻接关系。 

ASR-1002x-02# show ip bgp summary 

 
BGP router identifier 10.254.24.2, local AS number 65535 

BGP table version is 11, main routing table version 11 

9 network entries using 2232 bytes of memory 

25 path entries using 3400 bytes of memory 

5/2 BGP path/bestpath attribute entries using 1400 bytes of memory 

1 BGP AS-PATH entries using 24 bytes of memory 

0 BGP route-map cache entries using 0 bytes of memory 

0 BGP filter-list cache entries using 0 bytes of memory 

BGP using 7056 total bytes of memory 

BGP activity 9/0 prefixes, 25/0 paths, scan interval 60 secs 

 

Neighbor        V           AS MsgRcvd MsgSent   TblVer  InQ OutQ Up/Down  State/PfxRcd 

10.10.10.1      4        65535    7386    7372       11    0    0 4d15h           8 

172.16.131.17   4        65003    7379    7374       11    0    0 4d15h           2 

172.16.131.21   4        65003    7370    7372       11    0    0 4d15h           2 

172.16.131.25   4        65003    7370    7380       11    0    0 4d15h           2 

172.16.131.29   4        65003    7369    7376       11    0    0 4d15h           2 

172.16.131.49   4        65003    7368    7370       11    0    0 4d15h           2 

172.16.131.53   4        65003    7366    7378       11    0    0 4d15h           2 

172.16.131.57   4        65003    7372    7370       11    0    0 4d15h           2 

172.16.131.61   4        65003    7381    7381       11    0    0 4d15h           2 

 

         技术提示 

上述 CLI 输出中的 10.10.10.1 和 10.10.10.2 条目是冗余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之间的 IBGP 配置的结果，以便在链路或上游设备发生故障时

提供数据包转发路径，如前述程序中所述。由于互联网边缘路由器无法感知 VRF，因此该对之间仅需单一的对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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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 的默认路由通告

有四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在 BGP 中通告默认路由 - 每种方法都包含自身特有的警告。  

前三种方法非常相似，并且产生相同的效果：将默认路由注入 BGP RIB，从而向所有 BGP 邻居发出一般通告。第

四种方法可选择性地将默认路由通告给特定邻居。 

1. network 0.0.0.0  

• 如果全局路由表中存在默认路由，则会将默认路由注入 BGP。 

• 然后，将该路由通告给所有已配置的邻居。 

 
2. 重新分配 <IGP> 

• 默认路由当前必须位于全局路由表中，并从将重新分配的路由协议获知（例如：将 IS-IS 重新分配

到 BPG 以及通过 IS-IS 获知的默认路由中）。 

• 这会将默认路由注入 BGP，然后将其通告给所有已配置的邻居。 

 
3. default-information originate 

• 这使默认路由以人为的方式生成并注入 BGP RIB，无论其是否存在于全局路由表中。  

• 仅使用 default-information originate 命令不足以触发将默认路由通告给所有已配置邻居。在当

前思科软件版本中，需要 0.0.0.0/0 的显式重新分配，以在使用此方法时触发要通过 BGP 通告的

默认路由。  

 
 neighbor X.X.X.X default-originate 

• 此命令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只会将默认路由通告给指定邻居，而前述三种方法会将默认路由通告给

所有邻居。  

• 与 default-information originate 类似，默认路由以人为方式生成并注入 BGP 中。  

• 在配置此命令的情况下，默认路由不会存在于路由器的 BGP RIB 中。  

这可以防止其通告给所有邻居。  

         技术提示          

该路由的来源（来源代码）是这前三种方法之间的关键区别。来源是必须的公认属性。这意味着，BGP 的此属性（存在于所有 BGP 更新

中）必须由所有 BGP 路由器识别，并传递给通告中的其他 BGP 路由器。来源也是思科软件实施的 BGP 最佳路径算法中的第五项。不同

的来源代码将对 BGP 最佳路径决策进程产生细微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创建确定性收敛。 

每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注意事项。在使用存根-自治系统（不需要完整 BGP 表的 AS）的情况下，neighbor 

X.X.X.X default-originate选项特别有用。它还提供对默认路由通告的最大粒度和控制功能，因为任何其他方法都

将默认路由通告给所有邻居。由于上游路由器配置和对等关系中可能存在多种变化，因此需要细粒度，由此本规范

性部署指南中使用这种方法。  

 

http://www.ciscopress.com/articles/article.asp?p=1565538&seqNum=4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docs/ip/border-gateway-protocol-bgp/13753-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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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将默认路由从互联网边缘路由器通告给交换矩阵

以下步骤将使用上面讨论的第四种方法，以将默认路由从互联网边缘路由器通告给交换矩阵边界节点。 

         技术提示          

BGP 的详尽介绍不在此验证范围内。与上游路由器的 BGP 对等关系通常使用过滤列表来阻止路由，例如可能创建路由环路的错误配置的

默认路由通告。  

必须根据部署需求和设计仔细考虑使用哪种方法来通过使用 BGP 通告默认路由。请使用 PPDIOO 生命周期方法来执行 BGP 设计和实施。  

 在第一个互联网边缘路由器上，使用 BGP 将默认路由通告给第一个边界节点。 

router bgp 65535 

  

 address-family ipv4 

  neighbor 172.16.131.1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5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9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13 default-originate  

 将默认路由通告给第二个边界节点。  

  neighbor 172.16.131.33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37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41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45 default-originate 

 对第二个互联网边缘路由器重复这些步骤。  

router bgp 65535 

 

 address-family ipv4 

  neighbor 172.16.131.49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53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57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61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17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21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25 default-originate 

  neighbor 172.16.131.29 default-originate 

程序 ：验证默认路由通告

将默认路由从上游路由器通告给连接到互联网边界节点后，它将存在于这些边界节点的 VRF 表中。  

 在每个连接到互联网边界节点上，验证每个 VRF 中是否存在默认路由。 

ASR-1002x-03# show ip route vrf CAMPUS 
 

Routing Table: CAMPUS 

Codes: L - local, C - connected, S - static, R - RIP, M - mobile, B - BGP 

       D - EIGRP, EX - EIGRP external, O - OSPF, IA - OSPF inter area  

       N1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1, N2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2 

       E1 -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 OSPF external type 2 

       i - IS-IS, su - IS-IS summary, L1 - IS-IS level-1, L2 - IS-IS level-2 

       ia - IS-IS inter area, * - candidate default, U - per-user static route 

       o - ODR, P - periodic downloaded static route, H - NHRP, l - LISP 

       a - application route 

       + - replicated route, % - next hop override, p - overrides from PfR 

 

Gateway of last resort is 172.16.131.6 to network 0.0.0.0 

 

B*    0.0.0.0/0 [20/0] via 172.16.131.6, 3w2d 

http://www.ciscopress.com/articles/article.asp?p=1697888&seqNu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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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16.0.0/16 is variably subnetted, 10 subnets, 3 masks 

B        172.16.112.0/24 [20/10] via 192.168.200.100, 1w5d 

B        172.16.122.0/24 [20/10] via 192.168.200.100, 1w5d 

C        172.16.131.4/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2.3027 

L        172.16.131.5/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2.3027 

C        172.16.131.20/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3.3031 

L        172.16.131.21/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3.3031 

B        172.16.132.0/24 [200/0] via 192.168.30.1, 3w6d 

C        172.16.132.1/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Loopback1033 

B        172.16.152.0/24 [20/10] via 192.168.200.200, 1w5d 

B        172.16.252.105/32 [20/10] via 192.168.200.200, 00:11:14 

B     198.51.100.0/24 [20/10] via 192.168.200.200, 1d00h 

 

ASR-1002x-03# 

 

ASR-1002x-03# show ip route vrf RESEARCH 
 

Routing Table: RESEARCH 

Codes: L - local, C - connected, S - static, R - RIP, M - mobile, B - BGP 

       D - EIGRP, EX - EIGRP external, O - OSPF, IA - OSPF inter area  

       N1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1, N2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2 

       E1 -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 OSPF external type 2 

       i - IS-IS, su - IS-IS summary, L1 - IS-IS level-1, L2 - IS-IS level-2 

       ia - IS-IS inter area, * - candidate default, U - per-user static route 

       o - ODR, P - periodic downloaded static route, H - NHRP, l - LISP 

       a - application route 

       + - replicated route, % - next hop override, p - overrides from PfR 

 

Gateway of last resort is 172.16.131.14 to network 0.0.0.0 

 

B*    0.0.0.0/0 [20/0] via 172.16.131.14, 3w2d 

      172.16.0.0/16 is variably subnetted, 9 subnets, 3 masks 

B        172.16.114.0/24 [20/10] via 192.168.200.100, 1w5d 

B        172.16.124.0/24 [20/10] via 192.168.200.100, 1w5d 

C        172.16.131.12/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2.3029 

L        172.16.131.13/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2.3029 

C        172.16.131.28/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3.3033 

L        172.16.131.29/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3.3033 

B        172.16.134.0/24 [200/0] via 192.168.30.1, 3w6d 

C        172.16.134.1/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Loopback1035 

B        172.16.154.0/24 [20/10] via 192.168.200.100, 1w5d 

B     198.51.100.0/24 [20/10] via 192.168.200.200, 1d00h 

ASR-1002x-03# 

 

ASR-1002x-03# show ip route vrf GUEST     
 

Routing Table: GUEST 

Codes: L - local, C - connected, S - static, R - RIP, M - mobile, B - BGP 

       D - EIGRP, EX - EIGRP external, O - OSPF, IA - OSPF inter area  

       N1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1, N2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2 

       E1 -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 OSPF external type 2 

       i - IS-IS, su - IS-IS summary, L1 - IS-IS level-1, L2 - IS-IS level-2 

       ia - IS-IS inter area, * - candidate default, U - per-user static route 

       o - ODR, P - periodic downloaded static route, H - NHRP, l - LISP 

       a - application route 

       + - replicated route, % - next hop override, p - overrides from PfR 

 

Gateway of last resort is 172.16.131.10 to network 0.0.0.0 

 

B*    0.0.0.0/0 [20/0] via 172.16.131.10, 3w2d 

      172.16.0.0/16 is variably subnetted, 9 subnets, 3 masks 

B        172.16.113.0/24 [20/10] via 192.168.200.100, 1w5d 

B        172.16.123.0/24 [20/10] via 192.168.200.100, 1w5d 

C        172.16.131.8/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2.3028 

L        172.16.131.9/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2.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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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72.16.131.24/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3.3032 

L        172.16.131.25/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GigabitEthernet0/1/3.3032 

B        172.16.133.0/24 [200/0] via 192.168.30.1, 3w6d 

C        172.16.133.1/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Loopback1034 

B        172.16.153.0/24 [20/10] via 192.168.200.100, 1w5d 

B     198.51.100.0/24 [20/10] via 192.168.200.200, 1d00h 

ASR-1002x-03# 

 

 验证全局路由表中是否存在默认路由。 

ASR-1002x-03# show ip route bgp 
Codes: L - local, C - connected, S - static, R - RIP, M - mobile, B - BGP 

       D - EIGRP, EX - EIGRP external, O - OSPF, IA - OSPF inter area  

       N1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1, N2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2 

       E1 -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 OSPF external type 2 

       i - IS-IS, su - IS-IS summary, L1 - IS-IS level-1, L2 - IS-IS level-2 

       ia - IS-IS inter area, * - candidate default, U - per-user static route 

       o - ODR, P - periodic downloaded static route, H - NHRP, l - LISP 

       a - application route 

       + - replicated route, % - next hop override, p - overrides from PfR 

 

Gateway of last resort is 172.16.131.2 to network 0.0.0.0 

 

B*    0.0.0.0/0 [20/0] via 172.16.131.2, 3w2d 

      172.16.0.0/16 is variably subnetted, 7 subnets, 3 masks 

B        172.16.130.0/24 [200/0] via 192.168.30.1, 3w6d 

ASR-1002x-03 

 

ASR-1002x-03# show ip route 0.0.0.0 
Routing entry for 0.0.0.0/0, supernet 

  Known via "bgp 65003", distance 20, metric 0, candidate default path 

  Tag 65535, type external 

  Last update from 172.16.131.2 3w2d ago 

  Routing Descriptor Blocks: 

  * 172.16.131.2, from 172.16.131.2, 3w2d ago 

      Route metric is 0, traffic share count is 1 

      AS Hops 1 

      Route tag 65535 

      MPLS label: none 

      MPLS Flags: NSF 

ASR-1002x-03# 

程序 ：通过 验证默认路由 高级和可选

对 LISP 进行故障排除和验证需要充分了解协议、它与 RIB 和 CEF 的交互以及透彻了解和熟悉命令行界面。LISP 

的详尽研究不在本指南范围内。但是，可以使用一些相对简单的 show 命令来验证其余交换矩阵站点是否了解站点 

3 连接到互联网边界节点，并将发往互联网的数据包发送到此站点。  

在分布式园区的 SD-Access 中，☑ 此站点连接到互联网？选项会将该边界节点通告给所有其他站点，作为交换矩阵域

的最后选用网关。它还将配置其他站点的边界节点，以查询未知目的地址的传输控制平面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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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传输

图  数据包传输流量

 

以下步骤将演示如何逐跳验证上图中的数据包流。出于此演示目的，LIG 将用于手动触发控制平面查找。系统将显

示数据包传输中的每个步骤，并对从生成的 CLI 输出中收集的信息进行注释。  

 在边缘节点上，显示当前 LISP 映射缓存。  

3850-24P-01# show ip lisp map-cache instance-id 4099  
 

LISP IPv4 Mapping Cache for EID-table vrf CAMPUS (IID 4099), 2 entries 

 

0.0.0.0/0, uptime: 00:00:50, expires: never, via static-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172.16.112.0/24, uptime: 00:00:50, expires: never, via dynamic-EID, 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3850-24P-01# 

 

没有用于所需前缀 208.67.222.222 的映射缓存条目，唯一覆盖该前缀的条目是 LISP 默认条目 0.0.0.0/0。 

 使用 lig 触发控制平面查找。 

3850-24P-01# lig instance-id 4099 208.67.222.222 
 

Mapping information for EID 208.67.222.222 from 192.168.10.1 with RTT 2 msecs 

208.0.0.0/4, uptime: 00:00:00, expires: 23:59:59, via map-reply, forward-native 

  Encapsulating to proxy ETR  

 

3850-24P-01# 

 

LISP 将此汇聚 (208.0.0.0/4) 计算为不包含已知 EID 前缀但覆盖所查询地址的最大可能块。这是由于 LISP 的历

史记录可作为解决 DFZ 和 TCAM 空间问题的依据。  

 重新显示 LISP 映射缓存。  

3850-24P-01# show ip lisp map-cache instance-id 4099 
 

LISP IPv4 Mapping Cache for EID-table vrf CAMPUS (IID 4099), 3 entries 

 

0.0.0.0/0, uptime: 00:13:55, expires: never, via static-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172.16.112.0/24, uptime: 00:13:55, expires: never, via dynamic-EID, 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208.0.0.0/4, uptime: 00:12:38, expires: 23:47:21, via map-reply, forward-native 

  Encapsulating to proxy ETR  

 

3850-24P-01#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ios-xml/ios/iproute_lisp/command/ip-lisp-cr-book/lisp-related-config-cm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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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缓存条目的状态为 forward-native，但操作为 Encapsulating to proxy ETR。转发数据包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要了解转发决策，必须观察 LISP 配置和 CEF 表。 

 验证是否在边缘节点上为实例 ID 配置了代理 ETR。 

3850-24P-01# show running-config | section router lisp 
 

router lisp 

 locator-table default 

 locator-set rloc_26ed60b7-cf1f-4310-bfa1-571b6846c75d 

  IPv4-interface Loopback0 priority 10 weight 10 

  exit-locator-set 

 ! 

 locator default-set rloc_26ed60b7-cf1f-4310-bfa1-571b6846c75d 

 service ipv4 

  encapsulation vxlan 

  itr map-resolver 192.168.10.1 

  itr map-resolver 192.168.10.2 

  etr map-server 192.168.10.1 key 7 105B0A10 

  etr map-server 192.168.10.1 proxy-reply 

  etr map-server 192.168.10.2 key 7 02130752 

  etr map-server 192.168.10.2 proxy-reply 

  etr 

  sgt 

  no map-cache away-eids send-map-request 

  use-petr 192.168.10.7 

  use-petr 192.168.10.8 

  proxy-itr 192.168.10.5 

  exit-service-ipv4 

 ! 

 

站点 1 边界节点（192.168.10.7 和 192.168.10.8）配置为代理 ETR 条目。此配置在 router lisp 下的默认 

service ipv4 级别执行，因此由所有实例 ID 继承。在存在此配置的情况下，边缘节点应根据 LISP 映射缓存条目将

发往 208.67.222.222 的数据包转发到站点 1 边界。  

 验证 LISP 映射缓存条目的逻辑转发路径。 

3850-24P-01# show ip cef vrf CAMPUS 208.67.222.222 detail  

 
208.0.0.0/4, epoch 1, flags [subtree context, check lisp eligibility], per-destination sharing 

  SC owned,sourced: LISP remote EID - locator status bits 0x00000000 

  LISP remote EID: 2 packets 1152 bytes fwd action encap 

  LISP source path list 

    nexthop 192.168.10.7 LISP0.4099 

    nexthop 192.168.10.8 LISP0.4099 

  2 IPL sources [no flags] 

  nexthop 192.168.10.7 LISP0.4099 

  nexthop 192.168.10.8 LISP0.4099 

 

从 CEF 的角度来看，站点 1 边界节点将检查数据包是否符合 LISP 资格检查。如果满足，将使用 LISP 虚拟接口 

4099 转发数据包。此前缀的物理转发路径是什么？ 

 验证 LISP 映射缓存条目的物理转发路径。  

3850-24P-01# show ip cef vrf CAMPUS 208.67.222.222 internal 

 
208.0.0.0/4, epoch 1, flags [sc, lisp elig], refcnt 6, per-destination sharing 

  sources: LISP, IPL  

  feature space: 

    Broker: linked, distributed at 1st priority 

  subblocks: 

    SC owned,sourced: LISP remote EID - locator status bits 0x00000000 

    LISP remote EID: 2 packets 1152 bytes fwd action encap 

    LISP source path list 

      path list FF97AB0AA8, 4 locks, per-destination, flags 0x49 [shble, rif, hwcn] 

        ifnums: 

          LISP0.4099(45): 192.168.10.7, 192.16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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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aths 

          path FF97AB26C0, share 1/1, type attached nexthop, for IPv4 

            nexthop 192.168.10.7 LISP0.4099, IP midchain out of LISP0.4099, addr 192.168.10.7 FF9BDF4740 

          path FF97AB2A00, share 1/1, type attached nexthop, for IPv4 

            nexthop 192.168.10.8 LISP0.4099, IP midchain out of LISP0.4099, addr 192.168.10.8 FF9BDF4500 

        1 output chain 

          chain[0]: loadinfo FF9714B030, per-session, 2 choices, flags 0003, 5 locks 

                      flags [Per-session, for-rx-IPv4] 

                      16 hash buckets 

                        < 0 > IP midchain out of LISP0.4099, addr 192.168.10.7 FF9BDF4740 

                              IP adj out of GigabitEthernet1/1/2, addr 10.10.45.4 FF9A009480 

                        < 1 > IP midchain out of LISP0.4099, addr 192.168.10.8 FF9BDF4500 

                              IP adj out of GigabitEthernet1/1/2, addr 10.10.45.4 FF9A009480 

 

从 CEF 的角度来看，边缘节点将封装符合 LISP 条件的数据包，并从目的地址为 192.168.10.7 或 

192.168.10.8 的接口 LISP0.4099 发送此数据包。要访问这些 IP 地址中的任何一个，需结合使用 

GigabitEthernet 1/1/2 接口和地址为 10.10.45.4 的下一跳路由器。  

 在边界节点上，显示当前 LISP 映射缓存。  

ISR-4451-07# show ip lisp map-cache instance-id 4099 
 

LISP IPv4 Mapping Cache for EID-table vrf CAMPUS (IID 4099), 3 entries 

 

0.0.0.0/0, uptime: 4d17h, expires: never, via static-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172.16.112.0/24, uptime: 4d17h, expires: never, via route-import, self, 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198.51.100.0/24, uptime: 03:50:32, expires: never, via route-import, 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ISR-4451-07# 

 

没有用于所需前缀 208.67.222.222 的映射缓存条目，唯一覆盖该前缀的条目是 LISP 默认条目 0.0.0.0/0。 

 使用 lig 触发控制平面查找。 

ISR-4451-07# lig instance-id 4099 208.67.222.222 
 

Mapping information for EID 208.67.222.222 from 192.168.200.100 with RTT 2 msecs 

208.0.0.0/4, uptime: 00:00:00, expires: 00:14:59, via map-reply, forward-native 

  Encapsulating to proxy ETR  

 

ISR-4451-07 

 

LISP 将此汇聚 (208.0.0.0/4) 计算为不包含已知 EID 前缀但覆盖所查询地址的最大可能块。这是由于 LISP 的历

史记录可作为解决 DFZ 和 TCAM 空间问题的依据。  

 重新显示 LISP 映射缓存。  

ISR-4451-07# show ip lisp map-cache instance-id 4099 
 

LISP IPv4 Mapping Cache for EID-table vrf CAMPUS (IID 4099), 7 entries 

 

0.0.0.0/0, uptime: 5d17h, expires: never, via static-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172.16.112.0/24, uptime: 5d17h, expires: never, via route-import, self, 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172.16.122.0/24, uptime: 19:01:12, expires: never, via route-import, 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172.16.132.0/24, uptime: 19:01:12, expires: never, via route-import, 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172.16.152.0/24, uptime: 19:01:12, expires: never, via route-import, 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198.51.100.0/24, uptime: 00:38:08, expires: never, via route-import, send-map-request 

  Negative cache entry, action: send-map-request 

208.0.0.0/4, uptime: 00:00:03, expires: 00:14:56, via map-reply, forward-native 

  Encapsulating to proxy ETR  

ISR-44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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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显示此映射缓存条目的映射源，以确认其来源于传输控制平面节点。  

 验证映射缓存条目的来源。 

ISR-4451-07# show ip lisp instance-id 4099 map-cache 208.67.222.222 

 
LISP IPv4 Mapping Cache for EID-table vrf CAMPUS (IID 4099), 7 entries 

 

208.0.0.0/4, uptime: 00:01:23, expires: 00:13:36, via map-reply, forward-native 

  Sources: map-reply 

  State: forward-native, last modified: 00:01:23, map-source: 192.168.200.200 

  Active, Packets out: 0(0 bytes) 

  Encapsulating to proxy ETR  

ISR-4451-07# 

 

映射缓存条目的状态为 forward-native，但操作为 Encapsulating to proxy ETR。转发数据包时会产生什么结果？

要了解转发决策，必须观察 LISP 配置和 CEF 表。 

 验证代理 ETR 和 use-petr 配置。  

ISR-4451-07# show running-config | section router lisp 
 

router lisp 

 locator-table default 

 locator-set rloc_637e1ea3-f9ec-48c8 

  IPv4-interface Loopback0 priority 10 weight 10 

  auto-discover-rlocs 

  exit-locator-set 

 ! 

 prefix-list Global/San_Jose/Site-1_SJC_list1 

  172.16.110.0/24 

  172.16.112.0/24 

  172.16.113.0/24 

  172.16.114.0/24 

  exit-prefix-list 

 ! 

 service ipv4 

  encapsulation vxlan 

  itr map-resolver 192.168.10.1 

  itr map-resolver 192.168.10.2 

  etr map-server 192.168.10.1 key 7 0106050D 

  etr map-server 192.168.10.1 proxy-reply 

  etr map-server 192.168.10.2 key 7 06130C28 

  etr map-server 192.168.10.2 proxy-reply 

  etr 

  sgt 

  no map-cache away-eids send-map-request 

  proxy-etr 

  proxy-itr 192.168.10.7 

  exit-service-ipv4 

 ! 

 service ethernet 

  database-mapping limit dynamic 5000 

  itr map-resolver 192.168.10.1 

  itr map-resolver 192.168.10.2 

  itr 

  etr map-server 192.168.10.1 key 7 105B0A10 

  etr map-server 192.168.10.1 proxy-reply 

  etr map-server 192.168.10.2 key 7 06130C28 

  etr map-server 192.168.10.2 proxy-reply 

  etr 

  exit-service-ethernet 

 ! 

 instance-id 4097 

  remote-rloc-probe on-route-change 

  service ipv4 

   eid-table default 

   database-mapping 172.16.110.0/24 locator-set rloc_637e1ea3-f9ec-48c8 proxy 

   map-cache 172.16.110.0/24 map-request 

   route-import database bgp 65001 route-map site-local-eids locator-set rloc_637e1ea3-f9ec-48c8 proxy 

   route-import prefix-list Global/San_Jose/Site-1_SJC_list1 bgp 65001 route-map site-local-e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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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r map-resolver 192.168.10.1 prefix-list Global/San_Jose/Site-1_SJC_list1 

   itr map-resolver 192.168.10.2 prefix-list Global/San_Jose/Site-1_SJC_list1 

   itr map-resolver 192.168.200.100 

   itr map-resolver 192.168.200.200 

   etr map-server 192.168.200.100 key 7 051E0506 

   etr map-server 192.168.200.100 proxy-reply 

   etr map-server 192.168.200.200 key 7 111C1A0C 

   etr map-server 192.168.200.200 proxy-reply 

   use-petr 192.168.30.7 

   use-petr 192.168.30.8 

   exit-service-ipv4 

 

路由器本身配置为代理 ETR。此配置在 router lisp 下的默认 service ipv4 级别执行，并且在未添加更加具体的条

目的情况下，将由所有实例 ID 继承。若采用此配置，边界则作为最后选用的本地站点网关。  

 

使用 use-petr 命令，将站点 3 边界节点（192.168.30.7 和 192.168.30.8）配置为实例 ID 下的代理 ETR 条

目。如果本地站点边界节点收到来自传输控制平面节点（应答表明数据库中没有条目）的否定映射应答，则流量将

转发到连接到互联网边界节点。  

 验证 LISP 映射缓存条目的逻辑转发路径。 

ISR-4451-07# show ip cef vrf CAMPUS 208.67.222.222 detail  

 
208.0.0.0/4, epoch 0, flags [subtree context, check lisp eligibility], per-destination sharing 

  SC owned,sourced: LISP remote EID - locator status bits 0x00000000 

  LISP remote EID: 0 packets 0 bytes fwd action encap 

  LISP source path list 

    nexthop 192.168.30.7 LISP0.4099 

    nexthop 192.168.30.8 LISP0.4099 

  2 IPL sources [no flags] 

  nexthop 192.168.30.7 LISP0.4099 

  nexthop 192.168.30.8 LISP0.4099 

 

从 CEF 的角度来看，站点 1 边界节点将检查数据包是否符合 LISP 资格检查。如果满足，将使用 LISP 虚拟接口 

4099 转发数据包。此前缀的物理转发路径是什么？ 

 验证 LISP 映射缓存条目的物理转发路径。  

ISR-4451-07# show ip cef vrf CAMPUS 208.67.222.222 internal 

 
208.0.0.0/4, epoch 0, flags [sc, lisp elig], refcnt 6, per-destination sharing 

  sources: LISP, IPL  

  feature space: 

    Broker: linked, distributed at 1st priority 

  subblocks: 

    SC owned,sourced: LISP remote EID - locator status bits 0x00000000 

    LISP remote EID: 0 packets 0 bytes fwd action encap 

    LISP source path list 

      path list 7F1D1629AB18, 4 locks, per-destination, flags 0x49 [shble, rif, hwcn] 

        ifnums: 

          LISP0.4099(20): 192.168.30.7, 192.168.30.8 

        2 paths 

          path 7F1D1628EB28, share 1/1, type attached nexthop, for IPv4 

            nexthop 192.168.30.7 LISP0.4099, IP midchain out of LISP0.4099, addr 192.168.30.7     

          path 7F1D1628ECC8, share 1/1, type attached nexthop, for IPv4 

            nexthop 192.168.30.8 LISP0.4099, IP midchain out of LISP0.4099, addr 192.168.30.8  

        1 output chain 

          chain[0]: loadinfo 80007F1D161F2630, per-session, 2 choices, flags 0003, 5 locks 

                      flags [Per-session, for-rx-IPv4] 

                      16 hash buckets 

                        < 0 > IP midchain out of LISP0.4099, addr 192.168.30.7 7F1D161D8B10 

                              IP adj out of GigabitEthernet0/0/0, addr 10.10.71.254 7F1D161DC7C8 

                        < 1 > IP midchain out of LISP0.4099, addr 192.168.30.8 7F1D161D88F8 

                              IP adj out of GigabitEthernet0/0/0, addr 10.10.71.254 7F1D161DC7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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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CEF 的角度来看，站点 1 边界节点将封装符合 LISP 条件的数据包，并从目的地址为 192.168.30.7 或 

192.168.30.8 的接口 LISP0.4099 发送此数据包。要访问这些 IP 地址中的任何一个，需结合使用 

GigabitEthernet 0/0/0 接口和地址为 10.10.71.254 的下一跳路由器，该路由器遍历城域以太网线路和 SD-

Access 传输。一旦到达站点 3 中的连接到互联网边界节点，数据包将使用从 BGP 获知的默认路由到达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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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硬件和软件代码版本

 

表  设备平台、型号和软件版本

平台 型号 软件代码版本

身份服务引擎 补丁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系列

表  软件包版本

软件包名称 – 软件包名称 – 软件版本

应用策略

网络状态感知基础

服务

自动化基础

命令运行程序

设备自行激活

平台

自动化 智能捕获

映像管理

基础

网络数据平台 基础分析

网络数据平台 核心

网络数据平台 管理器

网络控制器平台

路径跟踪

软件定义接入

网络状态感知 传感器

自动化 传感器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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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其他参考资料

 

CVD - 软件定义接入设计指南 - 解决方案 1.2（2018 年 12 月） 

CVD - 软件定义接入部署指南 - 解决方案 1.2（2018 年 10 月） 

CVD - SD-Access 分段设计指南 - 2018 年 5 月  

思科设计区 - 设计指南 

经思科验证的设计 (CVD) - 思科社区 

SD-Access 资源 - 思科社区 

SD-Access 无线设计和部署指南 

思科身份服务引擎安装指南，版本 2.4 – 分布式 ISE 部署 

设计可扩展性和高可用性 ISE - BRKSEC-3699 2018 Cisco Live 大会（奥兰多） 

ISE 安全生态系统集成指南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solutions/CVD/Campus/CVD-Software-Defined-Access-Design-Sol1dot2-2018DEC.pdf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solutions/CVD/Campus/CVD-Software-Defined-Access-Deployment-Guide-Sol1dot2-2018OCT.pdf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solutions/CVD/Campus/CVD-Software-Defined-Access-Segmentation-Design-Guide-2018MAY.pdf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design-zone.html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networking-documents/cisco-validated-design-guides-cvds/ta-p/3777320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networking-documents/sd-access-resources/ta-p/3812030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8-5/b_SD_Access_Wireless_Deployment_Guide.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ecurity/ise/2-4/install_guide/b_ise_InstallationGuide24/b_ise_InstallationGuide24_chapter_00.html
https://www.ciscolive.com/global/on-demand-library.html?#/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security-documents/ise-security-ecosystem-integration-guides/ta-p/362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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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高级拓扑图

简要概述

企业架构模型拓扑

图  企业架构模型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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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网络连接

图  底层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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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网络连接

图  重叠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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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系统概述

图  自治系统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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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矩阵角色概述

站点 交换矩阵角色

图  交换矩阵角色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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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交换矩阵角色

图  交换矩阵角色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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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交换矩阵角色

图  交换矩阵角色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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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交换矩阵角色

图  交换矩阵角色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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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交换矩阵角色

图  交换矩阵角色 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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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交换矩阵角色

图  交换矩阵角色 分支机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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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层概述

站点 第 层

图  站点 第 层拓扑

 

 

 

 



 

140 
 

站点 第 层

图  站点 第 层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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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第 层

图  站点 第 层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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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第 层

图  站点 第 层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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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第 层

图  站点 第 层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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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第 层

其余分支机构站点具有与连接到下行交换机堆栈的一对分支机构边缘路由器相同的一般匹配拓扑。  

图  分支机构站点第 层一般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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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层概述

各个站点环回 方案

站点 第 层

图  站点 第 层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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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第 层

图  站点 第 层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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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第 层

图  站点 第 层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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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第 层

图  站点 第 层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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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第 层

图  站点 第 层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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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 第 层

图  分支机构 第 层拓扑

 

其余分支机构站点具有相同的常规 IP 地址方案，对于各自的环回 0 接口，分支机构边缘路由器使用 .1 和 .2 地址，交换机堆栈使用 .3 地址。每个

站点都使用专用的 PSN，即下一个后续 IP 地址。  

表  分支机构站点环回、 和 方案

位置 环回子网 地址 地址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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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池

表  地址池 – 站点 到站点

位置 站点的使用情况 池名称 网络 掩码 网关 服务器 服务器

全局 全局池

站点 无线接入点

站点 移交

站点 园区

站点 访客

站点 研究

站点 无线接入点

站点

站点 园区

站点 访客

站点 研究

站点 无线接入点

站点 移交

站点 园区

站点 访客

站点 研究

站点 无线接入点

站点

站点 园区

站点 访客

站点 研究

站点 无线接入点

站点

站点 园区

站点 访客

站点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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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地址池 – 分支机构站点 到分支机构站点

位置 站点的使用情况 池名称 网络 掩码 网关 服务器 服务器

分支机构 无线接入点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园区

分支机构 访客

分支机构 研究

分支机构 无线接入点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园区

分支机构 访客 访客分支

分支机构 研究

分支机构 无线接入点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园区

分支机构 访客

分支机构 研究

分支机构 无线接入点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园区

分支机构 访客

分支机构 研究

分支机构 无线接入点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园区 公司 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 访客 访客

分支机构 研究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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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服务和互联网接入

互联网接入

默认路由概述

图  站点 默认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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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服务

渗透概述

图  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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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路由渗透

 

在操作部分 > 过程 1 中，共享服务置于专用 VRF 中。这既是一种用于此规范性部署指南的约定，也是在生产网

络中常见的设计决策。但是，共享服务通常也设计并部署在全局路由表中。  

借助专用 VRF 中的共享服务，路由渗透由于使用路由目标，因此管理起来非常简单，但必须创建另一个 VRF 进行

管理。另一种方法是 GRT 中的共享服务，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渗透用于访问共享服务的路由。该过程仍需 

VRF-lite、Cisco DNA Center 中的第 3 层（基于 IP 的切换）自动化以及 BGP，但融合路由器上需要配置更多命

令行元素。它们从 IP 前缀列表开始。为交换矩阵中的每个 VN 创建一个前缀列表，引用该 VN 的每个子网，表面

上是引用每个主机池。为交换矩阵中的每个 VN 创建一个路由映射，该路由映射与前缀列表匹配。最后，VRF 配置

导入和导出根据这些路由映射过滤的路由。  

使用此方法时的主要注意事项是接触的的数量。通过在调配边界节点时使用基于 IP 的传输，Cisco DNA Center 可

自动执行必要配置，以便交换矩阵前缀通过 BGP 进行通告。当共享服务位于专用 VRF 中时，除添加新的 VN 和

相关主机池外，在融合路由器上配置路由渗透之后，无需其他接触点。如果将新子网添加到现有主机池，则会通过 

Cisco DNA Center 自动化对其进行调配并通告给融合路由器。  

当共享服务不在专用 VRF 中时，每次将新子网添加到任何 VN 的主机池，融合路由器上都有接触点。虽然将另外

一行添加到前缀列表相对简单，但随着网络的发展，必须在每个新添加的子网的所有融合路由器上完成此过程。  

以下示例显示了提供对共享服务的访问权限的另一种方法，如操作部分 > 过程 1 所示。前四个程序相同，但从第 

5 个程序开始存在偏差。请检查这些程序，因为此部分将从在融合路由器上创建的 VRF 开始。借助此处所述的迭

代发现，SHARED_SERVICES VRF 不存在，因此，融合路由器的接口和 BGP 配置将与指南主要部分中描述的内

容略有不同。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将在两个融合路由器上进行此配置。  

程序 ：在边界节点和融合路由器之间创建第 层连接

该过程从创建 IP 连接开始。通过观察已调配的内部边界节点的查看设备信息选项卡，从 Cisco DNA Center 提取 

VLAN 和相应的 IP 地址。  

         技术提示 

密切关注第一个融合路由器上的接口 VLAN 3001 和 3005 以及第二个融合路由器上的接口 VLAN 3009 和 3013。这是第 3 层连接与

正文中描述的程序之间的主要区别。  

 在第一个融合路由器上的全局配置中，创建 VLAN。 

vlan 3001-3008 

    exit 

 将每个 SVI 配置为用于 VRF 转发，并根据查看设备信息中的信息设置适用的 IP 地址。  

 

请记住使用 no shutdown 将 SVI 置于 up/up 状态。  

interface vlan 3001 

  ip address 172.16.111.2 255.255.25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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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f forwarding CAMPUS 

  ip address 172.16.111.6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03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72.16.111.10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04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72.16.111.14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配置允许定义的 VLAN 的中继接口。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1/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nternal Border 6832-02 | TenGig 1/11 

  switchport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001-3004 

  no shutdown 

 

 对第一个融合路由器上的第二个接口重复这些步骤。  

interface vlan 3005 

  ip address 172.16.111.18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06 

  vrf forwarding CAMPUS 

  ip address 172.16.111.22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07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72.16.111.26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08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72.16.111.30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1/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nternal Border 6832-01 | TenGig 1/11 

  switchport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005-3008  

  no shutdown 

 使用 ping 命令验证第一个融合路由器与边界节点之间的 IP 连接。  

ping 172.16.111.1 

ping vrf CAMPUS 172.16.111.5  

ping vrf RESEARCH 172.16.111.9  

ping vrf GUEST 172.16.111.13  

 

ping 172.16.111.17 

ping vrf CAMPUS 172.16.111.21 

ping vrf RESEARCH 172.16.111.25 

ping vrf GUEST 172.16.111.29 

 

 对第二个融合路由器重复这些步骤。  

 

! 第一个接口和 VLAN 集 

vlan 3009-3016 

    exit 

 

interface vlan 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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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address 172.16.111.34 255.255.25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10 

  vrf forwarding CAMPUS 

  ip address 172.16.111.38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11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72.16.111.42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12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72.16.111.46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1/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nternal Border 6832-02 | TenGig 1/12 

  switchport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009-3012 

  no shutdown 

 

! 第二个接口和 VLAN 集 

interface vlan 3013 

  ip address 172.16.111.50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14 

  vrf forwarding CAMPUS 

  ip address 172.16.111.54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15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72.16.111.58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 3016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72.16.111.62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1/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Internal Border 6832-01 | TenGig 1/12 

  switchport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013-3016 

  no shutdown 

 

 使用 ping 命令验证第二个融合路由器与边界节点之间的 IP 连接。  

ping 172.16.111.33 

ping vrf CAMPUS 172.16.111.37 

ping vrf RESEARCH 172.16.111.41  

ping vrf GUEST 172.16.111.45 

 

ping 172.16.111.49 

ping vrf CAMPUS 172.16.111.53 

ping vrf RESEARCH 172.16.111.57 

ping vrf GUEST 172.16.111.61 

程序 ：在融合路由器和边界节点之间建立 邻接关系

BGP 配置与正文中所示的配置极其相似。主要区别在于，共享服务位于全局路由表中，并且邻居配置必须使用 

router BGP 下的默认 IPv4 address-family 完成。此外，共享服务前缀必须在 BGP 中显式通告。前缀列表和路由映射

需要 BGP 表（而不是 RIB）中的条目才能匹配这些路由并提供路由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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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提示 

请注意，address-family ipv4 vrf SHARED_SERVICES 不用于创建邻接关系。  

相反，address-family ipv4 可用于创建邻接关系，指示共享服务位于全局路由表中。  

 在第一个融合路由器上创建 BGP 进程。  

 从早期步骤开始，就使用基于 IP 的传输中定义的相应自治系统。  

建议的做法是，将环回 0 接口用作 BGP 路由器 ID。  

router bgp 65333 
bgp router-id interface Loopback0 

 在默认 IPv4 address-family 下，完成以下步骤： 

a. 定义第一个边界节点邻居及其对应的 AS 编号。 

请记住，这与边界节点上的 INFRA_VN 相对应。 

b. 定义要使用适用 SVI 的更新源。 

c. 激活 NLRI 与第一个边界节点的交换。 

router bgp 65333 

  neighbor 172.16.111.1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1 update-source Vlan3001 

 

address-family ipv4 

  neighbor 172.16.111.1 activate 

 对具有冗余边界节点的邻接关系重复这些步骤。 

请记住使用默认 IPv4 address-family。 

router bgp 65333 

  neighbor 172.16.111.17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17 update-source Vlan3001 

 

address-family ipv4 

  neighbor 172.16.111.17 activate 

 将共享服务路由通告给 BGP。 

address-family ipv4 

  network 198.51.100.0 mask 255.255.255.0 

 使用适用的 SVI 作为对等的更新源，为其余 VRF 配置邻接关系。 

这些条目将使用 address-family ipv4 vrf。 

address-family ipv4 vrf CAMPUS 

  neighbor 172.16.111.5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5 update-source Vlan3002 

  neighbor 172.16.111.5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21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21 update-source Vlan3006 

  neighbor 172.16.111.21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RESEARCH 

  neighbor 172.16.111.9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9 update-source Vlan3003 

  neighbor 172.16.111.9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25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25 update-source Vlan3007 

  neighbor 172.16.111.25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GUEST 

  neighbor 172.16.111.13 remote-as 6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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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ghbor 172.16.111.13 update-source Vlan3004 

  neighbor 172.16.111.13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29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29 update-source Vlan3008 

  neighbor 172.16.111.29 activate 

 在第一个融合路由器上完成此配置后，请在第二个融合路由器上重复此操作。  

请记住通告共享服务路由。 

router bgp 65333 

  bgp router-id interface Loopback0 

 

address-family ipv4 

  neighbor 172.16.111.33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33 update-source Vlan3009 

  neighbor 172.16.111.33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49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49 update-source Vlan3013 

  neighbor 172.16.111.49 activate 

 

  network 198.51.100.0 mask 255.255.255.0 

 

address-family ipv4 vrf CAMPUS 

  neighbor 172.16.111.37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37 update-source Vlan3010 

  neighbor 172.16.111.37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53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53 update-source Vlan3014 

  neighbor 172.16.111.53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RESEARCH 

  neighbor 172.16.111.42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42 update-source Vlan3011 

  neighbor 172.16.111.42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57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57 update-source Vlan3015 

  neighbor 172.16.111.57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GUEST 

  neighbor 172.16.111.45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45 update-source Vlan3012 

  neighbor 172.16.111.45 activate 

 

  neighbor 172.16.111.61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72.16.111.61 update-source Vlan3016 

  neighbor 172.16.111.61 activate 
 

         技术提示 

在上述配置中，172.16.111.1、172.16.111.17、172.16.111.33 和 172.16.111.49 的一些邻居命令显式置于 address-family ipv4 

下，其他邻居命令显示置于 router bgp 下。CLI 将直接在 router bgp 下接受所有邻居命令。  

从 12.2(15)T 培训开始，CLI 开始支持 MP-BGP 地址系列配置。这致使生成命令 bgp upgrade-cli，该命令将 NLRI 语法转换为 AFI 

语法。这未对交换的路由信息产生直接影响；这是一次外观更新，旨在帮助简化语法和命令结构。  

融合路由器可以是运行 12.x 系列中版本较低的 IOS 代码的设备，因为它仍支持技术要求。虽然在 BGP 路由器配置下仍接受某些默认级

别命令，但在现代思科软件中默认显示 AFI 语法。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ios-xml/ios/iproute_bgp/command/irg-cr-book/bgp-a1.html#wp279194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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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创建 前缀列表以匹配交换矩阵子网

建立 BGP 邻接关系后，使用前缀列表配置将发生泄漏的路由。前缀列表可以匹配任何前缀长度或前缀范围。这些

前缀列表在下一个程序的路由映射中引用。为确保精细度，请匹配交换矩阵子网的特定前缀长度，确保在全局路由

表与 VRF 表之间泄漏正确的 NLRI。  

在两个融合路由器上完成以下配置。  

 创建与整个交换矩阵域的园区 VN 子网相匹配的前缀列表。  

ip prefix-list CAMPUS_VN_NETWORKS seq  5 permit 172.16.111.0/24 
ip prefix-list CAMPUS_VN_NETWORKS seq 10 permit 172.16.121.0/24 
ip prefix-list CAMPUS_VN_NETWORKS seq 15 permit 172.16.131.0/24 
ip prefix-list CAMPUS_VN_NETWORKS seq 20 permit 172.16.141.0/24 
ip prefix-list CAMPUS_VN_NETWORKS seq 25 permit 172.16.151.0/24 
ip prefix-list CAMPUS_VN_NETWORKS seq 30 permit 172.16.161.0/24 
ip prefix-list CAMPUS_VN_NETWORKS seq 35 permit 172.16.171.0/24 
ip prefix-list CAMPUS_VN_NETWORKS seq 40 permit 172.16.181.0/24 
ip prefix-list CAMPUS_VN_NETWORKS seq 45 permit 172.16.191.0/24 
ip prefix-list CAMPUS_VN_NETWORKS seq 50 permit 172.16.241.0/24 

 创建与整个交换矩阵域的访客 VN 子网相匹配的前缀列表。  

ip prefix-list GUEST_VN_NETWORKS seq  5 permit 172.16.113.0/24 
ip prefix-list GUEST_VN_NETWORKS seq 10 permit 172.16.123.0/24 
ip prefix-list GUEST_VN_NETWORKS seq 15 permit 172.16.133.0/24 
ip prefix-list GUEST_VN_NETWORKS seq 20 permit 172.16.143.0/24 
ip prefix-list GUEST_VN_NETWORKS seq 25 permit 172.16.153.0/24 
ip prefix-list GUEST_VN_NETWORKS seq 30 permit 172.16.163.0/24 
ip prefix-list GUEST_VN_NETWORKS seq 35 permit 172.16.173.0/24 
ip prefix-list GUEST_VN_NETWORKS seq 40 permit 172.16.183.0/24 
ip prefix-list GUEST_VN_NETWORKS seq 45 permit 172.16.193.0/24 
ip prefix-list GUEST_VN_NETWORKS seq 50 permit 172.16.243.0/24 

 创建与整个交换矩阵域的研究 VN 子网相匹配的前缀列表。  

ip prefix-list RESEARCH_VN_NETWORKS seq  5 permit 172.16.114.0/24 
ip prefix-list RESEARCH_VN_NETWORKS seq 10 permit 172.16.124.0/24 
ip prefix-list RESEARCH_VN_NETWORKS seq 15 permit 172.16.134.0/24 
ip prefix-list RESEARCH_VN_NETWORKS seq 20 permit 172.16.144.0/24 
ip prefix-list RESEARCH_VN_NETWORKS seq 25 permit 172.16.154.0/24 
ip prefix-list RESEARCH_VN_NETWORKS seq 30 permit 172.16.164.0/24 
ip prefix-list RESEARCH_VN_NETWORKS seq 35 permit 172.16.174.0/24 
ip prefix-list RESEARCH_VN_NETWORKS seq 40 permit 172.16.184.0/24 
ip prefix-list RESEARCH_VN_NETWORKS seq 45 permit 172.16.194.0/24 
ip prefix-list RESEARCH_VN_NETWORKS seq 50 permit 172.16.244.0/24 
 

 创建与融合路由器后面的共享服务子网匹配的前缀列表。  

ip prefix-list SHARED_SERVICES_NETWORKS seq 5 permit 198.51.100.0/24 

程序 ：创建与 前缀列表匹配的路由映射

将在以后的步骤中使用的 import 和 export 命令通过基于路由映射的过滤选择性地泄漏路由。路由映射在此程序

中创建，并直接引用在上一个程序中创建的前缀列表。这样可确保仅匹配特定路由。  

 创建与园区 VN 前缀列表匹配的路由映射。 

route-map CAMPUS_VN_NETWORKS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prefix-list CAMPUS_VN_NETWORKS 

 创建与访客 VN 前缀列表匹配的路由映射。 

route-map GUEST_VN_NETWORKS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prefix-list GUEST_VN_NETWORKS 

 创建与研究 VN 前缀列表匹配的路由映射。 

route-map RESEARCH_VN_NETWORKS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prefix-list RESEARCH_VN_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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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与共享服务前缀列表匹配的路由映射。 

route-map SHARED_SERVICES_NETWORKS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prefix-list SHARED_SERVICES_NETWORKS 

程序 ：泄漏路由

通过在 VRF 配置下导入和导出路由映射来完成路由泄漏。VRF 应使用路由映射导出属于其自身的前缀。VRF 还应

使用路由映射导入用于访问共享服务的所需路由。  

import 命令将处理整个路由映射，并将匹配的前缀导入 VRF。 

 将园区 VRF 配置为泄漏共享服务前缀的路由。  

vrf definition CAMPUS 

  address-family ipv4 

    import ipv4 unicast map SHARED_SERVICES_NETWORKS 

    export ipv4 unicast map CAMPUS_VN_NETWORKS 

 将访客 VRF 配置为泄漏共享服务前缀的路由。  

vrf definition GUEST 

  address-family ipv4 

    import ipv4 unicast map SHARED_SERVICES_NETWORKS 

    export ipv4 unicast map GUEST_VN_NETWORKS 

 将研究 VRF 配置为泄漏共享服务前缀的路由。  

 

vrf definition RESEARCH 

  address-family ipv4 

    import ipv4 unicast map SHARED_SERVICES_NETWORKS 

    export ipv4 unicast map RESEARCH_VN_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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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验证内部边界节点的 CLI 上的泄漏路由。  

6832-01# show ip route vrf CAMPUS 
 

Routing Table: CAMPUS 

Codes: L - local, C - connected, S - static, R - RIP, M - mobile, B - BGP 

        D - EIGRP, EX - EIGRP external, O - OSPF, IA - OSPF inter area  
        N1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1, N2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2 

        E1 -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 OSPF external type 2 
        i - IS-IS, su - IS-IS summary, L1 - IS-IS level-1, L2 - IS-IS level-2 

        Ia - IS-IS inter area, * - candidate default, U - per-user static route 
        o - ODR, P - periodic downloaded static route, H - NHRP, l - LISP 

        a - application route 
        + - replicated route, % - next hop override, p - overrides from PfR 

 

Gateway of last resort is not set 

 

      10.0.0.0/8 is variably subnetted, 2 subnets, 2 masks 

C        10.10.10.20/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101 

L        10.10.10.21/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101 

      172.16.0.0/16 is variably subnetted, 7 subnets, 3 masks 

C        172.16.111.4/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3019 

L        172.16.111.5/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3019 

B        172.16.112.0/24 [200/0] via 192.168.10.1, 5d16h 

C        172.16.112.1/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Loopback1024 

B        172.16.122.0/24 [200/10] via 192.168.200.100, 18:26:54 

B        172.16.132.0/24 [200/10] via 192.168.200.100, 18:26:54 

B        172.16.152.0/24 [200/10] via 192.168.200.100, 18:26:54 

B     198.51.100.0/24 [20/0] via 172.16.111.6, 00:02:54 

6832-01# 

 

6832-01# show ip route vrf GUEST    
 

Routing Table: GUEST 

Codes: L - local, C - connected, S - static, R - RIP, M - mobile, B - BGP 

        D - EIGRP, EX - EIGRP external, O - OSPF, IA - OSPF inter area  
        N1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1, N2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2 

        E1 -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 OSPF external type 2 
        i - IS-IS, su - IS-IS summary, L1 - IS-IS level-1, L2 - IS-IS level-2 

        ia - IS-IS inter area, * - candidate default, U - per-user static route 
        o - ODR, P - periodic downloaded static route, H - NHRP, l - LISP 

        a - application route 
        + - replicated route, % - next hop override, p - overrides from PfR 

 

Gateway of last resort is not set 

 

      10.0.0.0/8 is variably subnetted, 2 subnets, 2 masks 

C        10.10.10.24/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102 

L        10.10.10.25/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102 

      172.16.0.0/16 is variably subnetted, 7 subnets, 3 masks 

C        172.16.111.12/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3021 

L        172.16.111.13/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3021 

B        172.16.113.0/24 [200/0] via 192.168.10.1, 5d17h 

C        172.16.113.1/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Loopback1027 

B        172.16.123.0/24 [200/10] via 192.168.200.100, 18:38:43 

B        172.16.133.0/24 [200/10] via 192.168.200.100, 18:38:43 

B        172.16.153.0/24 [200/10] via 192.168.200.100, 18:38:43 

B     198.51.100.0/24 [20/0] via 172.16.111.14, 00:03:43 

6832-01# 

 

6832-01# show ip route vrf RESEARCH 
 

Routing Table: RESEARCH 

Codes: L - local, C - connected, S - static, R - RIP, M - mobile, B - BGP 

        D - EIGRP, EX - EIGRP external, O - OSPF, IA - OSPF inter area  

        N1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1, N2 - OSPF NSSA external type 2 

        E1 - OSPF external type 1, E2 - OSPF external type 2 
        i - IS-IS, su - IS-IS summary, L1 - IS-IS level-1, L2 - IS-IS level-2 

        ia - IS-IS inter area, * - candidate default, U - per-user static route 

        o - ODR, P - periodic downloaded static route, H - NHRP, l - LISP 
        a - application route 

        + - replicated route, % - next hop override, p - overrides from P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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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eway of last resort is not set 

 

      10.0.0.0/8 is variably subnetted, 2 subnets, 2 masks 

C        10.10.10.28/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103 

L        10.10.10.29/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103 

      172.16.0.0/16 is variably subnetted, 7 subnets, 3 masks 

C        172.16.111.8/30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3020 

L        172.16.111.9/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Vlan3020 

B        172.16.114.0/24 [200/0] via 192.168.10.1, 5d16h 

C        172.16.114.1/32 is directly connected, Loopback1028 

B        172.16.124.0/24 [200/10] via 192.168.200.100, 18:32:03 

B        172.16.134.0/24 [200/10] via 192.168.200.100, 18:32:03 

B        172.16.154.0/24 [200/10] via 192.168.200.100, 18:32:03 

B     198.51.100.0/24 [20/0] via 172.16.111.10, 00:04:03 

6832-01# 

         技术提示 

路由可能需要几分钟才能泄漏并填充到内部边界节点上。在思科软件中，当收到新的路由更新或撤销路由时，会触发导入操作。在初始 

BGP 更新期间，将推迟导入操作，从而加速 BGP 收敛。BGP 收敛后，将立即评估 BGP 增量更新，并在收到符合条件的前缀时导入这些

前缀。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ios-xml/ios/iproute_bgp/configuration/15-mt/irg-15-mt-book/irg-sup-ip-pref.html#GUID-C0D0174C-389F-4E97-B3A9-20A13B07C0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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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冗余设备之间的

用于交换平台的

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ISR) 和汇聚多业务路由器 (ASR) 等路由平台支持子接口（dot1q VLAN 子接口）。第 3 层交换

机可能支持这些平台，也可能不支持这些平台。但是，第 3 层交换机应全面支持交换虚拟接口 (SVI) 和中继链路。 

此程序将首先创建 VLAN，然后创建相应的 SVI，将其分配给现有 VRF 并为其提供 IP 地址。建立并验证 IP 连接

后，将使用 SVI 作为更新源来创建 BGP 邻接关系。  

         技术提示          

Cisco DNA Center 有多个保留的 VLAN。VLAN 数量少于 1000 通常可以安全地用于创建 IBGP 邻接关系。由于 VLAN 在冗余设备之

间本地有效，因此相同的 VLAN 可用于多个冗余对。  

VLAN ID 1 到 1005 在 VTP 域中是全局性的，并且可以在 VTP 域中的其他网络设备上定义。当设备处于透明模式时，扩展范围 VLAN 

仅可与子接口配合使用。在 VTP 客户端或服务器模式下，从子接口中排除正常范围的 VLAN。 

 在第一个外部边界节点路由器的 CLI 上，创建 VLAN。 

vlan 100-104 

 exit 

 定义将为全局路由表转发的 SVI，并配置 IP 地址。  

interface Vlan100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6832-02 | GRT 

 ip address 10.10.10.17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为其余 VRF 配置 SVI 和 IP 地址。  

interface Vlan101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6832-02 | VRF CAMPUS 

 vrf forwarding CAMPUS 

 ip address 10.10.10.21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10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6832-02 | VRF GUEST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0.10.10.25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103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6832-02 | VRF RESEARCH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0.10.10.29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将冗余边界节点之间的接口定义为中继，并允许适用的 VLAN。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15 

 switchport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00-104 
 no shutdown 

 完成冗余边界节点上的相应配置。  

vlan 100-104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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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Vlan100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6832-01 | GRT 

 ip address 10.10.10.18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101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6832-01 | VRF CAMPUS 

 vrf forwarding CAMPUS 

 ip address 10.10.10.22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102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6832-01 | VRF GUEST 

 vrf forwarding GUEST 

 ip address 10.10.10.26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103 

 description Connected to 6832-01 | VRF RESEARCH 

 vrf forwarding RESEARCH 

 ip address 10.10.10.30 255.255.255.252 

 no shutdown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15 

 switchport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00-104 

 no shutdown 

 验证 SVI 之间的连接。 

ping 10.10.10.17 

ping vrf CAMPUS 10.10.10.21 

ping vrf RESEARCH 10.10.10.25 

ping vrf GUEST 10.10.10.29  

 在第一个边界节点上，为全局路由表启用冗余对等体之间的 IBGP。  

使用 SVI 作为更新源。  

router bgp 65001 

  neighbor 10.10.10.18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18 update-source Vlan100 

 

address-family ipv4 

  neighbor 10.10.10.18 activate 

 为其余 VRF 启用冗余对等体之间的 IBGP。 

使用 SVI 作为更新源。  

address-family ipv4 vrf CAMPUS 

  neighbor 10.10.10.22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22 update-source Vlan101 

  neighbor 10.10.10.22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GUEST 

  neighbor 10.10.10.26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26 update-source Vlan102 

  neighbor 10.10.10.26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RESEARCH 

  neighbor 10.10.10.30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30 update-source Vlan103 

  neighbor 10.10.10.30 activate 

 完成冗余边界节点上的相应配置。  

router bgp 65001 



 

166 
 

neighbor 10.10.10.17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17 update-source Vlan100 

 

address-family ipv4 

  neighbor 10.10.10.17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CAMPUS 

  neighbor 10.10.10.21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21 update-source Vlan101 

  neighbor 10.10.10.21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GUEST 

  neighbor 10.10.10.25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25 update-source Vlan102 

  neighbor 10.10.10.25 activate 

 

address-family ipv4 vrf RESEARCH 

  neighbor 10.10.10.29 remote-as 65001 

  neighbor 10.10.10.29 update-source Vlan103 

  neighbor 10.10.10.29 activate 

 验证全局路由表 SVI 的 BGP 邻接关系。  

6832-01# show ip bgp summary       
        

BGP router identifier 192.168.10.3, local AS number 65001 

BGP table version is 120, main routing table version 120 

3 network entries using 432 bytes of memory 

7 path entries using 588 bytes of memory 

6/3 BGP path/bestpath attribute entries using 960 bytes of memory 

2 BGP rrinfo entries using 48 bytes of memory 

2 BGP AS-PATH entries using 48 bytes of memory 

1 BGP community entries using 24 bytes of memory 

3 BGP extended community entries using 72 bytes of memory 

0 BGP route-map cache entries using 0 bytes of memory 

0 BGP filter-list cache entries using 0 bytes of memory 

BGP using 2172 total bytes of memory 

1 received paths for inbound soft reconfiguration 

BGP activity 410/389 prefixes, 880/833 paths, scan interval 60 secs 

 

Neighbor        V           AS MsgRcvd MsgSent   TblVer  InQ OutQ Up/Down  State/PfxRcd 

10.10.10.18     4        65001   40709   40717      120    0    0 1w4d            2 

172.16.111.2    4        65333   31708   31727      120    0    0 1w6d            1 

192.168.10.1    4        65001   41517   40730      120    0    0 1w4d            1 

192.168.10.2    4        65001   41580   40723      120    0    0 1w4d            1 

68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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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 VRF 的 BGP 邻接关系。 

6832-01# show ip bgp vpnv4 all summary  
 

BGP router identifier 192.168.10.3, local AS number 65001 

BGP table version is 2123, main routing table version 2123 

18 network entries using 2808 bytes of memory 

40 path entries using 3360 bytes of memory 

26/12 BGP path/bestpath attribute entries using 4368 bytes of memory 

2 BGP rrinfo entries using 48 bytes of memory 

2 BGP AS-PATH entries using 48 bytes of memory 

1 BGP community entries using 24 bytes of memory 

3 BGP extended community entries using 72 bytes of memory 

0 BGP route-map cache entries using 0 bytes of memory 

0 BGP filter-list cache entries using 0 bytes of memory 

BGP using 10728 total bytes of memory 

BGP activity 410/389 prefixes, 880/833 paths, scan interval 60 secs 

 

Neighbor        V           AS MsgRcvd MsgSent   TblVer  InQ OutQ Up/Down  State/PfxRcd 

10.10.10.22     4        65001   40709   40714     2123    0    0 1w4d            2 

10.10.10.26     4        65001   40711   40717     2123    0    0 1w4d            2 

10.10.10.30     4        65001   40714   40707     2123    0    0 1w4d            2 

172.16.111.6    4        65333   32241   32286     2123    0    0 1w6d            1 

172.16.111.10   4        65333   31715   31733     2123    0    0 1w6d            1 

172.16.111.14   4        65333   31727   31685     2123    0    0 1w6d            1 

192.168.10.1    4        65001   41519   40732     2123    0    0 1w4d           14 

192.168.10.2    4        65001   41582   40725     2123    0    0 1w4d           14 

68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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