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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与设计：软件定义接入 

思科® 软件定义接入 (SD-Access) 从传统园区 LAN 设计演变而来，是一种可直接实施组织意图的网络解决方案。
SD-Access 通过作为 Cisco DNA Center 软件一部分运行的应用程序包实现。Cisco DNA Center 软件用于设计、
调配和应用策略，并且利用网络状态感知简化智能园区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创建。 

本指南用于部署配套的《软件定义接入解决方案设计指南》中所述的管理基础设施，包括 Cisco DNA Center、思科身
份服务引擎 (ISE) 和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WLC)。在部署思科软件定义接入交换矩阵（详见配套的《软件定义接入交
换矩阵部署指南》）之前，应先完成本指南中介绍的部署。 

如果您不是从思科社区或设计区下载的本指南，可查看本指南的最新版本。 

有关配套的《软件定义接入解决方案设计指南》、《软件定义接入管理基础设施规范化部署指南》、《用于分布式园区
的软件定义接入规范化部署指南》、相关部署指南、设计指南和白皮书，请访问以下页面： 

● https://www.cisco.com/go/designzone 

● https://cs.co/en-cv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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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SD-Access 交换矩阵 

如何读懂部署命令 

对于在命令行界面 (CLI) 上输入的命令，本指南遵循以下约定。 

在 CLI 提示符后输入的命令： 

configure terminal 

用于指定某个变量值的命令（变量以粗斜体表示）： 

ntp server 10.4.0.1 

包含必须定义的变量的命令（定义用方括号括起来并以粗斜体表示）： 

class-map [highest class name] 

在 CLI 或脚本提示符后输入的命令（输入的命令以粗体表示）： 

Router# enable 

在打印页面上换行的长命令（带下划线的文本作为一个命令输入）： 

police rate 1000 pps burst 10000 
packets conform-action 

SD-Access 管理组件部署在配套的《软件定义接入解决方案设计指南》中所述的拓扑中，如以下拓扑图所示。本指南
假定已按照《软件定义接入管理基础设施部署指南》中的说明安装了 Cisco DNA Center、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和
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WLC) 管理基础设施，并且处于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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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验证拓扑 

 

与所述园区交换矩阵部署集成的企业网络是非虚拟化的，它以路由协议的形式运行增强型内部网关路由协议 (EIGRP)。
园区的 IP 前缀（包括共享服务）必须对于交换矩阵底层网络和重叠网络均可用，同时重叠网络之间需要保持隔离。为
了保持这种隔离，VRF-Lite 从交换矩阵边界节点扩展到一组融合路由器。融合路由器使用 BGP 路由目标导入和导出配
置来实施 VRF 路由泄漏，并在企业网络中使用 EIGRP 执行相互重分发，使用 BGP 路由到园区交换矩阵。动态标记和
过滤重分发路由的路由映射配置可以提供一种简单而动态的方法，防止在高可用性设计中采用多个重分发点时产生路由
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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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使用 Cisco DNA Center 进行初始网络设计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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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采用直观易用的分层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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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部署的实际物理网络层次结构。 

使用 Cisco DNA Center 创建各种区域的网络层次结构，区域内可以包含其他区域或建筑物和楼层。设备映射到建筑物
和楼层中，以进行服务调配。 

 创建网络站点 程序 1.

步骤 1.  登录到 Cisco DNA Center。在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中，导航至 “设计” > “网络层次结构”。 

步骤 2.  点击添加站点，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添加区域，提供适当的区域名称，然后点击添加。 

  

步骤 3.  点击添加站点，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添加建筑物按钮，提供适当的建筑物名称，选择在上一步中创建的站点作
为父项，在向导中分配位置，然后点击添加。 

要添加建筑物，您可以在向导中使用建筑物附近的街道地址，如有需要，还可以通过点击目标位置来精准确定建筑物在
地图上的位置。 

步骤 4.  根据需要重复上一步来添加站点和建筑物，以创建对您的组织有用的层次结构。 

步骤 5.  如果要向某个建筑物集成无线网络，或对建筑物内网络的选择有更精细的需求，请在地图上选择建筑物（或在
层次结构中选择建筑物旁边的齿轮图标），选择添加楼层，并在向导中填写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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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线网络调配期间需要引用楼层。如果您有 DXF、DWG、JPG、GIF 或 PNG 格式的楼层图，请将其添加到所有已定
义的楼层作为无线网络部署的有用组件，以便显示 AP 位置和覆盖范围。您可以添加数百个站点，最多不超过《软件定
义接入解决方案设计指南》中所述的限制。 

  

 为站点配置网络服务 程序 2.

配置与 Cisco DNA Center 中的层次结构一致的 AAA、DHCP 和 DNS 服务。如果这些服务在整个层次结构中使用相同
的服务器，则可以在全局进行配置，并且层次结构的继承属性会使全局设置对所有站点均可用。然后，可以逐个站点应
用差异化配置。此程序将显示全局配置。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中，导航至设计 > 网络设置 > 网络。在站点层次结构的左侧窗格中，选择适当的级别
（例如：全局），填写 DHCP 服务器 IP 地址（例如：10.4.49.10），在 DNS 服务器下，填写域名（例如：
ciscodna.net）和服务器主 IP 地址（例如：10.4.49.10），添加任何冗余或附加服务器（可以保留默认选择，以将 
Cisco DNA Center 用于 SYSLOG 和 SNMP 服务器），然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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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在顶部附近的网络遥测旁边，点击 + 添加服务器按钮，选中 AAA 和 NTP 复选框，然后点击确定。 

  

配置窗格中的 AAA 服务器和 NTP 服务器会更新为可用的配置部分。您可以为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管理和连接到基础设施
的客户端终端配置 AAA 服务。本示例中使用的是高可用性独立 ISE 节点。 

技术提示 

许多组织使用 TACACS 提供基础设施设备管理支持。如果您打算在用于 RADIUS 客户端身份验证的同一 ISE 服务器上启用 
TACACS，则在此步骤中，您还需要使用查看高级设置下拉菜单将其与 Cisco DNA Center 集成。在 ISE 中导航到工作中心 > 设备
管理 > 概况，可以找到用于启用 TACACS 集成的 ISE 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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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 AAA 服务器下，选中网络和客户端/终端复选框；在网络下，选中 ISE 单选按钮；在网络下，使用下拉列
表选择预填充的 ISE 服务器（示例：10.4.49.30）；在协议下，选中 TACACS 单选按钮；在 IP 地址（主要）下，使
用第二个下拉列表选择主 ISE 服务器（例如：10.4.49.30），点击加号 (+ ) 按钮，然后在 IP 地址（其他）下拉列表下，
选择冗余 ISE 服务器节点（例如：10.4.49.31）。 

为确保已正确启用 ISE 服务器冗余，请先验证主要 IP 地址和其他 IP 地址是否与所选网络地址一起显示，然后再继续。 

步骤 4.  在客户端/终端和服务器下，选中 ISE 单选按钮；在客户端/终端下，使用下拉列表选择预填充的 ISE 服务器。
在协议下，选中 RADIUS 单选按钮；在 IP 地址（主要）下，使用下拉列表选择主 ISE 服务器，点击加号 (+) 按钮；然
后在 IP 地址（其他）下，使用下拉列表选择冗余 ISE 服务器节点；然后点击保存。 

  

步骤 5.  在同一个屏幕上，向下滚动到 NTP 服务器，添加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例如：10.4.0.1），如果有一个或多
个其他 NTP 服务器，请选择加号 (+) 按钮；然后在其他 NTP 中，添加冗余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例如：10.4.0.2）；
然后点击保存。 

  

系统将为站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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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交换
矩阵调配期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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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用于发现和管理的设备凭证 程序 3.

当您使用已配置并且 Cisco DNA Center 可通过网络访问的设备部署 SD-Access 底层网络时，可以通过提供 CLI 和简
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凭证来发现和管理设备。 

您可以选择使用 Cisco DNA Center LAN 自动化功能，将当前尚未配置的 LAN 交换机部署到底层网络。思科网络即插
即用 (PnP) 是一种为受支持的交换机启用连接和初始配置的机制。对于 LAN 自动化部署，您还可以提供 CLI 和 SNMP 
凭证来访问和准备一台或多台受支持的 PnP 种子设备，例如分发层或核心层的思科 Catalyst 9500 系列交换机。LAN 
自动化功能可使用思科发现协议发现直接连接到所选种子设备接口的交换机以及与其直接相邻的交换机，所有这些交换
机都必须运行 PnP 代理，并且以前没有经过配置。所提供的凭证将允许 Cisco DNA Center 和种子设备协同工作，以
配置已发现的设备并将其添加到受管资产中。 

添加设备凭证，以管理在设计中创建的站点层次结构的范围。这些凭证可用于发现和管理网络。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中，导航至设计 > 网络设置 > 设备凭证，然后在左侧窗格中选择适当的站点层次结构
级别（例如：“全局”，表示整个层次结构中的通用凭证）。 

  

步骤 2.  在 CLI 凭证部分的顶部，点击添加，填写名称/说明（例如：IOS 设备）、用户名、密码和启用密码字段，然
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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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使用 ISE 作为 AAA 服务器，则应避免使用 admin 作为设备 CLI 凭证的用户名，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用户名与 ISE 管理员登
录名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无法登录设备。 

步骤 3.  在 SNMP 凭证部分的顶部，选择要更新的 SNMP 凭证类型（例如：SNMPV3）。点击添加，选中这一行中
要更新的凭证旁边的单选按钮（每次每行一个凭证），填写凭证详细信息（建议使用 12 个字符的密码，以与思科 
WLC 兼容），然后点击保存。 

   

步骤 4.  对层次结构中所需的任何其他凭证重复步骤 2 和 3。CLI 凭证以及 SNMPV3 或 SNMPV2C 读取和 
SNMPV2C 写入都是最常见的要求。 

步骤 5.  对于分配的每个 CLI 和 SNMP 凭证，点击已创建的每个分配旁边的所有单选按钮。每进行一次选择，都要在 
“设备凭证” 屏幕底部点击保存。如果您使用了多个 SNMP 凭证类型，请通过切换到每个 SNMP 凭证选项来重复此步骤，
点击相应选项旁边的单选按钮，然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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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显示 “已成功创建常用设置” 确认消息。现在可在 Cisco DNA Center 中获得用于发现和管理网络的设备凭证。 

 定义全局 IP 地址池 程序 4.

通过在 Cisco DNA Center 中手动分配网络 IP 地址来定义这些地址。或者，通过使用 API 来集成 IP 地址管理器 
(IPAM)，将 IP 地址分配推送到 IPAM（例如：Infoblox、Bluecat）。与 IPAM 集成的做法如下：导航至系统设置 > 
设置 > IP 地址管理器，并使用 IPAM 提供程序的详细信息填写表单。本示例不使用 IPAM 集成，您需要在 IPAM 服务
器上手动配置 IP 寻址和 DHCP 作用域，使其与 Cisco DNA Center 中的分配相对应。 

DHCP 服务器上配置的 DHCP 作用域应支持地址分配，以及使设备正常工作所需的任何其他 DHCP 选项。例如，一些 
IP 电话供应商需要使用特定的 DHCP 选项，以使其设备正常运行（例如：用于 TFTP 服务器配置的 DHCP 选项 150）。
查看产品文档以遵循对您的部署的要求。 

此程序介绍如何手动定义在池预留过程中使用的 IP 地址池。这些池将分配给网络中的站点，无论手动还是集成式 IPAM 
部署都需要执行池分配步骤。您可以在站点层次结构中灵活地创建较大的全局池，然后在较低级别预留池的子集。IP 地
址池仅在全局级别创建，并且仅可在非全局级别预留池中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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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中介绍的部署使用表中列出的全局地址池。为了便于理解，与企业组织通常部署的地址空间（例如 /16 地址空
间或更大的地址空间）相比，大多数全局地址池使用较小的地址空间。如 EMPLOYEE 示例所示，较大的全局地址池
支持在整个站点层次结构中预留多个较小的地址空间。虽然每个池中 IP 网关的地址分配是必需的，但 SD-Access 仅
在创建重叠网络时才使用该网关。该表还包括可用于手动 LAN 底层网络和单独的自动化 LAN 底层网络以及组播对接
的示例池。 

表 1. 全局地址池示例 

池名称 网络/掩码 IP 网关 DHCP 服务器 DNS 服务器 

EMPLOYEE 10.101.0.0/16 10.101.0.1 10.4.49.10 10.4.49.10 

BUILDING_CONTROL 10.102.114.0/24 10.102.114.1 10.4.49.10 10.4.49.10 

GUEST 10.103.114.0/24 10.103.114.1 10.4.49.10 10.4.49.10 

LAN_UNDERLAY 10.4.14.0/24 10.4.14.1 10.4.49.10 10.4.49.10 

LAN_AUTOMATION 10.5.100.0/24 10.5.100.1 10.4.49.10 10.4.49.10 

BORDER_HANDOFF 172.16.172.0/24 172.16.172.1 - - 

MULTICAST_PEER 172.16.173.0/24 172.16.174.1 - - 

ACCESS_POINT 172.16.174.0/24 172.16.173.1 10.4.49.10 10.4.49.10 

表 2. EMPLOYEE 全局池中的地址池预留示例 

池名称 网络/掩码 IP 网关 DHCP 服务器 DNS 服务器 

EMPLOYEE-DATA-RTP5 10.101.114.0/24 10.101.114.1 10.4.49.10 10.4.49.10 

EMPLOYEE-PHONE-RTP5 10.101.214.0/24 10.101.214.1 10.4.49.10 10.4.49.10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中添加专用于 SD-Access 交换矩阵边界节点连接调配的全局池。在 Cisco DN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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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全局，然后点击 + 添加 IP 池。填写 
IP 池名称、IP 子网、CIDR 前缀和网关 IP 地址。如果该池具有终端客户端，请使用下拉菜单分配 DHCP 服务器和 
DNS 服务器。请勿选择重叠。完成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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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对站点和建筑物级别中包含子网的所有其他全局 IP 池重复上一步。这些池将添加到全局池列表中。 

  

 

 预留 IP 地址池 程序 5.

使用已定义的全局 IP 地址池，通过网络层次结构为设计中的站点预留 IP 地址。对于单站点部署，可以为该站点预留整
组全局 IP 地址池。当您预留已定义全局 IP 地址池中的地址时，DNS 和 DHCP 服务器可用于这些预留地址，也可以将
其覆盖。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中，导航至设计 > 网络设置 > IP 地址池，在站点层次结构的左侧，为 IP 地址池预留
选择一个站点或更低的级别（例如：RTP5-C9K），然后点击右上角的预留 IP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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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填写 IP 池名称（例如：EMPLOYEE-DATA-RTP5）；在类型下，选择 LAN，选择要预留的全局 IP 池源
（例如：EMPLOYEE）；在 CIDR 表示法/IP 地址编号下，选择要使用的地址空间部分（例如：10.101.114.0/24），
分配网关 IP 地址（例如：10.101.114.1），使用下拉菜单分配 DHCP 服务器和 DNS 服务器；然后点击预留。 

  

步骤 3.  对需要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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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次结构将显示分配的地址池。此示例显示的是 RTP 站点内 RTP5-C9K 建筑物级别的池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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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为 SD-Access 网络创建分段和策略 

在进行 SD-Access 网络部署准备时，作为设计决策的一部分，您需要确定组织的网络分段策略。宏分段在交换矩阵中
使用附加重叠网络 (VN)，而微分段使用可扩展组标记将策略应用于用户组或设备配置文件组。 

借助组策略，可轻松使用分段来满足策略应用的预期结果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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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案例中，需要实施更多隔离。以零售商店为例，销售点的计算机决不能与视频监控网络基础设施通信，而后者也
决不能与建筑 HVAC 系统通信。如果需要将隔离从网络边缘一直延伸到用于访问集中式服务的网络核心，则使用 VN 
的宏分段是最佳选择。政府和工业合规性要求以及组织的风险政策通常会推动宏分段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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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以下程序作为宏分段和微分段策略的部署示例。 

 在软件定义接入网络中添加重叠 VN 程序 1.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中，导航至策略 > 虚拟网络，点击 +（加号）以创建新的虚拟网络，输入
虚拟网络名称（例如：OPERATIONS），将可用的可扩展组池中的可扩展组拖至虚拟网络中的组池（例如：Auditors、
Developers、Development_Servers、Employees 和 PCI_Servers），然后点击保存。 

  

此时已定义包含关联组的 VN，并且该 VN 显示在已定义的虚拟网络列表中。这些虚拟网络定义可用于调配交换矩阵。 

技术提示 

如果您未看到任何组，则可能是因为 Cisco DNA Center 与 ISE 之间的 pxGrid 连接没有完全运行。在这种情况下，请查看 ISE 与 
Cisco DNA Center 的集成程序，并确保批准 ISE 中来自 Cisco DNA Center 的 pxGrid 连接请求。 

步骤 2.  如果您的组织需要默认组以外的组，请通过导航至策略 > 基于组的访问控制 > 可扩展组来创建自定义组，然
后点击添加组以创建新的组和 SGT。 

步骤 3.  对每个重叠网络重复前两个步骤。您也可以在调配交换矩阵来创建更多重叠网络后，再返回到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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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对于无线网络用户，许多网络需要访客服务 - 创建访客 VN 以支持此功能。在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
板中，导航至策略 > 虚拟网络，点击 +（加号）以创建新的虚拟网络，输入虚拟网络名称（例如：GUEST），选中访客
虚拟网络旁边的复选框，将可用的可扩展组池中的 Guests 可扩展组拖至虚拟网络中的组池，然后点击保存。 

  

 使用 SGT 创建微分段策略 程序 2.

为组织的部署自定义微分段策略。这个简单的示例展示了一个基本策略，该策略可用于拒绝 Employee 组中的用户与 
PCI_Servers 组通信。当身份验证配置文件将 SGT 适当地分配给终端或用户时，ISE 会捕获此策略的意图并将其推送
到网络中。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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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用的可扩展组窗格中，将 Employees 组拖放至源窗格中，将 PCI_Servers 组拖至目标窗格中，输入策
略名称（例如：Deny-Employee-to-PCI），输入说明，选择启用策略，然后选择启用双向，点击 + 添加合同，选择拒
绝，点击确定；然后点击保存。 

  

此时，该策略已创建完毕，并列为已创建状态。由于选择了双向选项，因此还会创建反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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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选择创建的策略，然后点击部署。 

  

状态变为已部署，这些策略可应用于 Cisco DNA Center 创建的 SD-Access 交换矩阵，并且在 ISE 中也可用，可使用
思科 TrustSec 策略矩阵进行查看。 

步骤 3.  在右上角，点击高级选项。通过该链接，您可以快捷地登录到 ISE，导航至工作中心 > TrustSec > TrustSec 
策略，然后在左侧选择矩阵。系统会将您重定向到 ISE 进行登录，而 ISE 会重定向浏览器并显示 TrustSec 策略矩阵。 

确保策略已更新到 ISE，以呈现到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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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为网络管理自动化做准备 

通过创建一个正常运行的网络底层（包括设备管理连接），准备部署网络设计和策略。在 ISE 与 Cisco DNA Center 集
成的过程中（详见配套的《用于分布式园区的软件定义接入规范化部署指南》），ISE 配置为支持 TACACS 基础设施
设备管理。对于 TACACS 配置，Cisco DNA Center 会将已发现的设备修改为默认使用 ISE 和本地故障切换服务器提
供的身份验证和记账服务。ISE 必须准备就绪，才能支持在发现过程中推送到设备的设备管理配置。 

 使用思科 IOS-XE CLI 配置底层网络设备管理 程序 1.

为获得最大恢复能力和带宽，请在每台设备上使用环回接口，并为 Cisco DNA Center 带内发现和管理启用第 3 层连接。
以下步骤使用 IS-IS 作为路由协议来配置设备之间的点对点以太网连接，并使用设备环回接口为设备配置 SSHv2。
SNMP 配置将在后续程序中作为设备发现的一部分推送。 

对于您打算在后续程序中使用 LAN 自动化功能发现和配置的设备，请勿向其添加配置。无法使用 LAN 自动化功能配置
当前已经配置的设备。此示例展示在思科 Catalyst 交换机上使用思科 IOS XE 的配置。 

步骤 1.  使用设备 CLI 配置主机名，使其易于识别设备，并禁用未使用的服务。 

hostname [hostname] 

no service config 

步骤 2.  配置本地登录名和密码。 

username dna privilege 15 algorithm-type scrypt secret [password] 

! older software versions may not support scrypt (type 9) 

! username dna privilege 15 secret [password] 

enable secret [enable password]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步骤 3.  将安全外壳 (SSH) 配置为 CLI 管理访问方法。 

ip domain-name ciscodna.net 

! generate key with choice of modulus, required by some switches 

crypto key generate rsa modulus 1024 

ip ssh version 2 

line vty 0 15 

  login local 

  transport input ssh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步骤 4.  将交换机配置为支持以太网巨型帧。所选 MTU 应考虑到额外的交换矩阵信头，以及与大多数交换机的最高通
用值的兼容性；另外，在进行配置和故障排除时，舍入的数值应易于记忆。 

system mtu 9100 

技术提示 

路由器上使用思科 IOS XE 的底层网络连接要求在接口配置级别使用 mtu 命令，而未使用思科 IOS XE 的思科 Catalyst 和思科 
Nexus® 交换机在全局配置级别使用 system jumbo mtu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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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配置交换机环回地址并分配 SSH 管理以使用它。 

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Device loopback IP address] 255.255.255.255 

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配置底层网络链路以实现路由接入连接 程序 2.

如果您的底层网络已使用路由接自行激活络部署模式进行配置，请跳过此程序。典型的第 2 层部署需要执行此程序。 

请勿向您打算使用 LAN 自动化功能发现和配置的设备添加配置。在未将具有现有配置的设备重置为原始默认配置的情
况下，无法使用 LAN 自动化自行激活功能对其进行配置。 

步骤 1.  在底层网络基础设施内配置交换机连接。对交换矩阵底层网络中相邻交换机的每个链路重复此步骤。如果底
层网络设备将被调配为交换矩阵边界节点，并且连接将用作从交换矩阵到外部基础设施的切换连接，则改为执行下一
个程序。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0/1 

 no switchport 

 ip address [Point-to-point IP address] [netmask] 

步骤 2.  在交换机上启用 IP 路由并启用 IS-IS 路由协议。 

! ip routing is not enabled by default on some switches 

ip routing 

ip multicast-routing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ip pim ssm default 

router isis 

 net 49.0000.0100.0400.0001.00 

 domain-password [domain password] 

 metric-style wide 

 nsf ietf 

 log-adjacency-changes 

 bfd all-interfaces 

技术提示 

IS-IS 中的常见约定是将环回 IP 地址嵌入到唯一的 NET 或系统 ID 中。例如，环回 IP 地址 10.4.32.1 (010.004.032.001) 
重新组合后变成 0100.0403.2001，在它后面添加 .00，前面添加区域 ID（例如 49.0000），最终得到 NET 
49.0000.0100.0403.2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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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底层网络中所有已配置的基础设施接口（边界切换接口除外，此类接口在下一个程序中配置）上启用 IS-IS 
路由。通过启用环回接口来共享管理 IP 地址，通过启用物理接口来与连接的基础设施共享路由信息。 

interface Loopback0 

! ip address assigned in earlier step 

 ip router isis 

 ip pim sparse-mod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1/0/1-2 , TenGigabitEthernet2/0/1-2 

! routed ports with ip addresses assigned via earlier steps 

 ip router isis 

 isis network point-to-point 

 ip pim sparse-mode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ad-interval 30 

 bfd interval 100 min_rx 100 multiplier 3 

 no bfd echo 

 dampening 

 在通往外部路由器邻居的边界处启用路由连接 程序 3.

如果您的底层网络已配置为路由接自行激活络，并且已使用 802.1Q 切换功能与网络中使用 BGP 的其余部分进行集成，
请跳过此程序。大多数部署都需要执行此程序。 

要将边界节点设备连接到您的网络，您可以在使用 VRF-lite（它使用 802.1Q VLAN 标记来分隔 VRF）配置的接口之间
建立连接。在边界节点外可用的常用网络服务（例如 DNS、DHCP、WLC 和 Cisco DNA Center 管理）未直接连接到 
SD-Access 网络节点时，可以通过将现有企业网络扩展到边界的底层网络来连接这些服务。要进行其他调配，需连接
到 Cisco DNA Center。 

在多个虚拟网络和一个全局路由实例之间处理路由的外部设备将充当这些网络的融合路由器。使用通过带 802.1Q 标记
的接口连接到边界的 VRF（也称为 VRF-lite）来使连接保持分离。通过使用 BGP 建立底层网络连接，Cisco DNA 
Center 可以使用该链路来管理初始发现和配置，然后根据需要使用增加了其他标记和 BGP 会话的相同链路来进行重叠 
VN 连接。 

步骤 1.  对于每个边界节点，如果要配置一个支持 VLAN 中继接口的交换机（例如思科 Catalyst 9000、3800 或 
6800 系列交换机），则必须在已连接的接口上使用一个专用 VLAN 来配置中继，以便为通往融合路由器的路由对接建
立底层网络连接。 

vlan 100 

interface vlan100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ip pim sparse-mode 

 no shutdown 

interface FortyGigabitEthernet1/0/24 

 switchport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100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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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对于每个边界节点，如果您要配置一台支持 802.1Q VLAN 标记的设备（例如 ASR 或 ISR 路由器），请使用
备用子接口配置而不是交换机中继接口，来建立与融合路由器的底层网络连接。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0/1/0 

 no shutdown 

!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0/1/0.100 

 encapsulation dot1Q 100 

 ip address [IP address] [netmask] 

 ip pim sparse-mode 

 no shutdown 

步骤 3.  使用至少一个路由接口将冗余边界节点连接起来，以实现底层网络通信和后续的 BGP 对接。系统会显示集成
到 IS-IS 协议中的配置。对连接边界节点的每个接口重复此步骤。 

interface FortyGigabitEthernet1/0/23 

 no switchport 

 ip address [Point-to-point IP address] [netmask] 

 ip router isis 

 isis network point-to-point 

 ip pim sparse-mode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ad-interval 30 

no shutdown 

步骤 4.  启用到融合路由器的 BGP 路由，以便连接到交换矩阵外部的网络，并在连接接口上激活 BGP。配置 BGP 以
允许 Cisco DNA Center 管理访问底层网络设备，同时允许对接口上的虚拟网络进行进一步调配，并最大限度减少对网
络连接造成的中断。对每个边界节点重复此步骤。 

router bgp [underlay AS number] 

 bgp router-id [loopback 0 IP address] 

 bgp log-neighbor-changes 

! fusion router is an eBGP neighbor 

 neighbor [fusion interface IP address] remote-as [external AS number] 

! redundant border is an iBGP neighbor 

 neighbor [redundant border Lo0 address] remote-as [underlay AS number] 

 neighbor [redundant border Lo0 address] update-source Loopback0 

 ! 

 address-family ipv4 

  network [Lo0 IP address] mask 255.255.255.255 

 ! advertise underlay IP network summary in global routing table 

  aggregate-address [underlay IP network summary] [netmask] summary-only 

  redistribute isis level-2 

  neighbor [fusion interface IP address] activate 

  neighbor [redundant border Lo0 address] activate 

  maximum-paths 2 

 exit-address-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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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共享服务子网重新分发到底层网络 IGP 中 程序 4.

AP 无法使用底层网络中的默认路由到达 WLC。在 AP 连接的每个节点的全局路由表中，必须存在到达 WLC IP 地址的
更具体的路由（例如 /24 子网或 /32 主机路由）才能建立连接。通过使用此程序将边界处的共享服务路由重新分发到
底层网络 IGP 路由进程中，允许所需 WLC 和 DHCP 共享服务通过 BGP 提供的更具体的路由（例如：10.4.174.0/24 
和 10.4.48.0/21）进入底层网络。使用此进程时，所用前缀与 BGP 路由表中的前缀一致。 

步骤 1.  连接到每个边界节点，并为用于共享服务的子网添加前缀列表和路由映射。 

ip prefix-list SHARED_SERVICES_NETS seq 5 permit 10.4.48.0/21 

ip prefix-list SHARED_SERVICES_NETS seq 10 permit 10.4.174.0/24 

route-map GLOBAL_SHARED_SERVICES_NETS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prefix-list SHARED_SERVICES_NETS 

步骤 2.  在每个边界节点上，将前缀重新分发到底层网络路由协议中。本示例假定使用 ISIS。 

router isis 

 redistribute bgp [underlay AS number] route-map GLOBAL_SHARED_SERVICES_NETS metric-
type external 

 在外部融合路由器上启用通往边界邻居的连接 程序 5.

连接到交换矩阵边界路由器的融合路由器要求底层网络连接的 CLI 配置与前面的程序保持一致。在连接到边界的每个外
部融合路由器设备上执行此程序。 

在不使用融合路由器全局路由表的情况下，为示例融合路由器配置包含企业级全局路由的 VRF 与边界上的全局路由表
之间的路由对接，以实现交换矩阵底层网络可接通性。 

或者，在不使用 VRF 的情况下，在融合路由器企业级全局路由表和边界上的全局路由表之间进行对接。 

步骤 1.  在每个外部融合路由器上，创建 VRF、路由识别符和路由目标，以实现与边界的初始管理连接。 

vrf definition VRF-GLOBAL_ROUTES 

 rd 100:100 

 ! 

 address-family ipv4 

  route-target export 100:100 

  route-target import 100:100 

exit-address-family 

步骤 2.  对于从外部融合路由器到 SD-Access 交换矩阵边界的每个连接，均启用接口、带 VLAN 标记的子接口和 IP 
编址。本示例在具有子接口的路由器上使用 802.1Q VLAN 标记。对于需要中继端口配置的交换机，应与之前配置的另
一端匹配。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0/1/7 

 description to Border 

 mtu 9100 

 no ip address 

 no shutdown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0/1/7.100 

 encapsulation dot1Q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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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f forwarding VRF-GLOBAL_ROUTES 

 ip address [IP network] [netmask] 

现在已为融合路由器与边界节点之间带 802.1Q 标记的连接上的 VLAN（示例：100）启用 IP 连接。 

步骤 3.  在使用多个链路进行连接时，创建路由映射以标记路由，并在网络其余部分使用的 IGP 和 BGP 之间重新分发
时避免路由环路。IGP 可能会有所不同；所示示例适用于 EIGRP，它完成了从 IS-IS 到 BGP 再到 EIGRP 的路由连接。 

route-map RM-BGP-TO-EIGRP permit 10 

 set tag 100 

! 

route-map RM-EIGRP-TO-BGP deny 10 

 match tag 100 

route-map RM-EIGRP-TO-BGP permit 20 

步骤 4.  启用从冗余融合路由器到边界节点的 BGP 对接，并重新分发用于接通融合路由器之外的网络的 IGP。 

router bgp [external AS number] 

 bgp router-id [loopback IP address] 

 bgp log-neighbor-changes 

 ! 

address-family ipv4 vrf VRF-GLOBAL_ROUTES 

  redistribute eigrp 100 route-map RM-EIGRP-TO-BGP 

  neighbor [redundant fusion IP] remote-as [external AS number] 

  neighbor [redundant fusion IP] activate 

  neighbor [border IP address] remote-as [underlay AS number] 

  neighbor [border IP address] activate 

  maximum-paths 2 

  default-information originate 

 exit-address-family 

步骤 5.  将 BGP 重新分发到 IGP 以实现可接通性。IGP 可能会有所不同，所示示例适用于命名模式 EIGRP。 

router eigrp LAN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vrf VRF-GLOBAL_ROUTES autonomous-system 100 

  topology base 

   redistribute bgp [external AS number] metric 1000000 1 255 1 9100 route-map RM-BGP-
TO-EIGRP 

  exit-af-topology 

  network [external IP network address] [netmask] 

  eigrp router-id [loopback IP address] 

 exit-address-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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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托管中间设备上配置 MTU 程序 6.

可选 

让 Cisco DNA Center 来管理交换矩阵域中的所有设备是一个优势。Cisco DNA Center 已经管理交换矩阵边缘节点和
边界节点；但是，如果您的交换矩阵中有不由 Cisco DNA Center 管理的中间设备（例如：Cisco DNA Center 不提供
硬件或软件支持），则设备仍必须符合通过这些传输交换矩阵中间节点传输 SD-Access 流量的要求。主要要求如下： 

● 它们必须是主动参与其他交换矩阵底层网络设备中的路由拓扑的第 3 层设备。 

● 它们必须能够传输交换矩阵封装技术提供的巨型帧。 

对于非托管交换矩阵中间节点设备，必须设置适当的 MTU（例如：9100），并手动配置与底层网络中其他设备的路由。
针对这种情况的配置指导因设备而异，因此本指南中不再进行讨论。 

对于您打算在后续程序中使用 LAN 自动化功能发现和配置的设备，请勿向其添加配置。无法使用 LAN 自动化功能配置
当前已经配置的设备。 

 发现和管理网络设备 程序 7.

通过启用与设备的 IP 连接并向 Cisco DNA Center 提供管理凭证，可以使用 Cisco DNA Center 来发现和管理用于 
SD-Access 的底层网络设备。对于所有 LAN 自动化种子设备，以及不打算在下一个程序中使用 LAN 自动化功能发现
和管理的所有其他设备，请使用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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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会对发现
操作进行限制，从而有可能节省时间。或者，对于不使用 LAN 自动化自行激活的设备，可以为发现操作提供一个初始
设备，并指示 Cisco DNA Center 使用思科发现协议来查找相连的邻居。使用思科发现协议时，请将默认跳数降至一个
合理的数字，以加快发现速度。 

步骤 1.  导航至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滚动至工具部分，点击发现并输入发现名称。选择范围并输入 IP 范
围的起始和结束 IP 环回地址（要涵盖单个地址，请在输入范围的起始和结束时均输入该地址）。对于首选管理 IP，如
果设备具有用于管理的环回接口，则选择 UseLoopBack。 

技术提示 

如果您使用的是具有超大型配置的思科 Catalyst 6800 系列交换机，则可以在配置模式下将以下命令添加到该交换机，以避免发现
超时： 

snmp mib flash 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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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如果有任何其他范围，请点击第一个范围旁边的 +（加号），输入其他范围，并对剩余的所有范围重复此操作。 

 

步骤 3.  向下滚动，验证用于发现的 CLI 凭证，以及通过 Cisco DNA Center 设备可控性功能推送到设备的 SNMP 凭
证配置，然后点击底部的启动。 

  

当发现运行时，系统会显示发现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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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启用了设备可控性的设备发现后，使用 CLI 分配的凭证以及存储在设备本地的凭证将用作备份。仅当失去与 ISE 
的连接时才使用本地凭证，ISE 用于访问主要的集中式凭证。 

步骤 4.  如果存在任何发现故障，请检查设备列表，解决问题，并为这些设备以及要添加到资产的任何其他设备重新启
动发现。 

步骤 5.  成功完成所有发现任务后，导航至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然后在工具部分下，点击资产。此时会
显示已发现的设备。完成资产收集后，每台设备均显示受管同步状态，这表明 Cisco DNA Center 维护着一个内部模型，
可反映设备的物理部署。 

  

Cisco DNA Center 现在可以访问设备，同步配置资产，并在设备上进行配置更改。 

技术提示 

在资产表标题行的右侧，可以调整显示哪些列。使用设备角色列，可以根据设备类型查看发现分配的设备角色，并调整角色以最好
地反映设备的实际部署（例如接入路由器、分发路由器、核心路由器或边界路由器），此显示屏中的边界路由器是通用的非交换矩
阵设备角色。与在后续程序中调整角色相比，现在调整角色可以改善初始拓扑图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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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资产中设备的软件映像 程序 8.

为了实现 SD-Access 的全部功能，Cisco DNA Center 中的 SD-Access 软件包对其调配的设备具有最低软件版
本要求。内置于 Cisco DNA Center 的软件映像管理功能用于对未运行建议映像版本的所有设备进行升级。您可以
使用 Cisco.com 上的《SD-Access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表》找到 SD-Access 的建议映像。用于验证的映像列于 
“附录 A：产品列表” 中。 

使用以下步骤将映像的软件更新和软件维护更新 (SMU) 应用于设备，方法为导入所需的映像，将映像标记为黄金映像，
然后将映像应用于设备。 

步骤 1.  导航至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点击设计，然后点击映像存储库。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该软件，则在
右上角的 思科最终用户许可协议通知中，选择点击此处，然后点击接受许可协议。 

  

步骤 2.  如果您选择让 Cisco DNA Center 下载新映像以应用于设备，则在映像名称列下，点击为设备系列列出的映
像旁边的向下箭头，然后点击黄金映像星号，将合适的映像标记为平台的首选映像。 

  

尚未导入的映像将使用 Cisco.com 凭证自动导入。您可以使用设置（齿轮）> 系统设置 > 设置 > 思科凭证更新 
Cisco.com 凭证。 

步骤 3.  重复导入映像并将其标记为黄金，直到所有设备都标有适当的映像。 

步骤 4.  如果您选择从本地计算机导入映像，请点击 “导入映像/加载项” 对话框中的 + 导入，选择一个文件位置，然
后点击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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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开始向 Cisco DNA Center 导入映像。 

步骤 5.  导入完成后，将导入的映像分配给设备。在导入的映像旁边，点击分配，选择要使用映像的设备，然后在弹出
窗口中点击分配。 

  

该映像位于存储库中，可根据这些设备标记为黄金映像。 

步骤 6.  对于具有新分配的映像的每台设备，点击黄金映像星号，将合适的映像标记为平台的首选映像。 

步骤 7.  对您希望使用 Cisco DNA Center 部署的所有映像重复这些步骤。分配有黄金映像的所有设备类型均可进行
软件映像分发。 

 使用软件映像管理更新设备软件 程序 9.

Cisco DNA Center 会根据标记的黄金映像对资产中的设备运行合规性检查。不符合黄金映像的设备在资产中标记为过
时。请将映像更新为标记的黄金映像版本。必须成功完成资产收集，并且设备必须处于受管状态，才能继续操作。首先
分发软件映像，然后计划或手动使用分发的映像激活设备。 

步骤 1.  导航至调配 > 设备 > 资产，选择标记为过时的所有设备，然后在操作菜单中，点击更新操作系统映像。为了
更好地控制更新，请在符合以下条件的设备上启动操作系统更新：可以重新引导，而不会影响与您要更新的其他设备的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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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在显示的滑出式窗口中，在分发 > 时间下，选择现在，点击下一步；在激活下，选择完成分发后计划激活，
点击下一步；然后在确认下点击确认按钮。 

系统会将映像分发到所选设备。 

步骤 3.  点击右上角的更新状态。 

  

状态屏幕提供比主屏幕更多的详细信息，其中包括对所有失败情况的解释。使用刷新按钮观察正在进行状态何时更改为
成功。 

步骤 4.  根据需要重复此程序，以将设备软件更新为网络部署所需的版本。完成后，要部署的所有设备都与一个黄金映
像关联，并且都安装了该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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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为 SD-Access 调配底层网络 

在 Cisco DNA Center 发现运行适用于 SD-Access 的软件版本的设备，并对其进行管理控制后，请使用 Cisco DNA 
Center 调配底层网络中的设备。 

 使用 LAN 自动化功能调配底层网络交换机 程序 1.

可选 

如果要使用 Cisco DNA Center 的 LAN 自动化功能将未配置的新 LAN 交换机部署到底层网络中，请执行此程序。上面
的程序用于配置一台或多台种子设备（新的非托管网络连接的受管设备）、PnP 要推送的设备 CLI 和 SNMP 凭证，以
及用于连接的网络可达 IP 地址池。虽然并非严格要求，但每台种子设备通常都是在后续程序中分配为边界的交换机，
并且必须具有适当的 VTP 模式和 MTU 配置（例如：vtp mode transparent、system mtu 9100）。种子设备上的端口
如果要连接到待发现的设备，就必须处于第 2 层模式（接入端口与路由端口），且种子设备端口不能是专用的带外 
(OOB) 管理端口。 

技术提示 

LAN 自动化功能允许从支持的种子设备中发现支持的交换机（此验证中使用的交换机详见附录）。发现的交换机直接连接到选定的
种子设备接口（在 LAN 自动化设备自行激活期间，无法连接 OOB 管理端口，因为它将屏蔽非 OOB 端口上的 LAN 自动化），并
且与相连交换机最多再相距一跳，即与种子设备总共相距两跳。所提供的凭证将允许 Cisco DNA Center 和种子设备协同工作，以
配置已发现的设备并将其添加到受管资产中。由于发现的设备必须在没有事先配置的情况下运行 PnP 代理，因此必须使用以下配置
模式和 exec 模式命令，将要使用的先前已配置的所有交换机都恢复为 “正在运行 PnP 代理” 状态： 

(config)#config-register 0x2102 

(config)#crypto key zeroize 

(config)#no crypto pki certificate pool 

delete /force vlan.dat 

delete /force nvram:*.cer 

delete /force nvram:pnp* 

delete /force flash:pnp* 

delete /force stby-nvram:*.cer 

delete /force stby-nvram:*.pnp* 

! previous two lines only for HA systems 

write erase 

reload 

请勿保存重新加载过程的配置。要准备交换机堆叠以实现 LAN 自动化，请对堆叠中的每台交换机使用相同的恢复命令。 

LAN 自动化的交换机堆叠要求不变：堆叠中的所有交换机都必须运行相同的软件许可证和支持 IP 路由功能的版本，并且应处于安
装模式（而不是捆绑包模式）。如果您希望最大程度地控制端口编号和堆叠行为，则在开始 LAN 自动化过程之前，可以在 exec 模
式下使用以下命令，这样不仅可以调整交换机堆叠编号，还可以通过提高优先级来影响交换机，使其成为堆叠内的活动角色。 

switch [switch stack number] renumber [new stack number] 

switch [switch stack number] priorit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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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资产中由 Cisco DNA Center 管理的一台或两台设备，以分配给站点中的种子设备角色。相同的种子可用于 LAN 
自动化功能的多次运行，从而可以在每次运行时将发现的设备分配给不同的建筑物或楼层。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设备 > 资产。选择最多两台种子设备，在操作下拉列表
中，点击将设备分配到站点；在将设备分配到站点屏幕中，选择设备站点分配，然后点击应用。 

步骤 2.  如果您使用的是 Catalyst 6800 系列种子设备，请使用接口配置模式命令将通往已发现设备的端口更改为第 2 
层端口。 

switchport 

保存配置更改后，通过以下方式重新同步设备：导航至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在工具下，选择资产，选择已
修改的 Catalyst 6800 交换机；然后在顶部的操作下拉列表中，选择重新同步。 

技术提示 

用于 LAN 自动化的 IP 池的大小应明显大于要发现的设备数。该池分为两半：其中一半用于种子设备提供的 VLAN 1 DHCP 服务；
另一半又被分为两半，留出总地址空间的四分之一用于点对点链路编址，另外四分之一用于环回编地址。终端不应插入到交换机
中，因为它们可能会耗尽 DHCP 用于 PnP 调配的 IP 池。 

Cisco DNA Center 必须能够访问 LAN 自动化池中的地址，才能成功完成调配，并且不得在网络中的任何其他地方使用这些地址。
如果您的 Cisco DNA Center 为 Web 访问端口使用可选的专用管理网络，而不是使用具有默认路由的单个端口，则必须确保可以
通过企业网络基础设施端口路由到 LAN 自动化 IP 池。如果 IP 池未包含在 Cisco DNA Center 上配置的路由中，请使用 SSH 端口 
2222 连接到 Cisco DNA Center，然后以 maglev 的身份登录并执行以下命令： 

sudo maglev-config update 

在启动 LAN 自动化之前，使用配置向导将静态路由配置为包含适当网络适配器上的 IP 池。 

步骤 3.  导航至调配 > 设备 > 资产。点击顶部的 LAN 自动化下拉列表，然后点击 LAN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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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在右侧的 “LAN 自动化” 滑出式窗口中，填写发现参数。在主设备下，填写主站点*、主设备*、选择主设备
端口*；在对等设备下，填写对等站点和对等设备。 

  

步骤 5.  在右侧的 “LAN 自动化” 滑出式窗口中，继续填写发现参数。在已发现的设备配置下，填写已发现的设备
站点*、IP 池*（如果使用），输入 ISIS 域密码，选择启用组播，然后点击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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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点击顶部的 LAN 自动化下拉列表，然后点击 LAN 自动化状态以查看进度。 

  

请勿在此步骤中点击停止。等到所有设备都显示已完成状态，再继续执行下一个验证步骤。过早停止 PnP 进程会使发
现处于需要手动干预才能恢复的状态。在距离种子多一跳的位置发现设备时，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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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导航至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在工具下选择拓扑。应发现所有链路。如果拓扑中缺少任何链路，
请验证物理连接。 

  

步骤 8.  导航至调配 > 设备 > 资产。点击顶部的 LAN 自动化下拉列表，点击 LAN 自动化状态。在发现的设备全部变
成已完成状态后，点击停止。LAN 自动化会关闭 VLAN 1 上的所有第 2 层连接，底层网络 IS-IS 路由进程用于实现路
由网络的可接通性，并且设备在资产中进行管理。 

  

 

 调配设备并分配到站点以准备 SD-Access  程序 2.

调配网络设备，然后将设备分配到站点，以集成到 SD-Access 网络中。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中，导航至调配 > 设备 > 资产，选择相同类型的设备（例如：全部都是交换机）以调
配到网络中，点击操作，然后点击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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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显示调配设备向导屏幕。 

技术提示 

设备必须是同一类型（例如：全部都是路由器），才能同时调配它们。您可以根据需要将调配操作分为多个小批次，以进行常见的
站点分配。 

步骤 2.  在第一个向导屏幕中，为设备选择站点分配，然后点击屏幕底部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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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点击下一步两次以跳过配置和高级配置屏幕；在摘要屏幕中查看每台设备的详细信息，然后点击部署。 

  

步骤 4.  在弹出屏幕上，保留默认选择现在，然后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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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使用调配状态和同步状态进行更新。
使用刷新按钮更新最终状态。 

步骤 5.  对要添加的每一批设备重复 Cisco DNA Center 调配步骤。Cisco DNA Center pxGrid 集成会更新 ISE 中的
设备。 

步骤 6.  通过登录 ISE 并导航至管理 > 网络资源 > 网络设备，来验证 ISE 集成功能。系统将显示已调配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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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调配 SD-Access 重叠网络 

交换矩阵重叠网络是在 Cisco DNA Center 中使用添加到资产并调配到站点的已发现设备创建的。Cisco DNA Center 
可自动执行支持 SD-Access 重叠网络的附加设备配置。 

SD-Access 解决方案支持调配以下交换矩阵结构： 

● 交换矩阵站点：一个独立的交换矩阵，包括控制平面节点和边缘节点功能，它使用交换矩阵边界节点传出交换矩
阵站点，通常包括 ISE PSN 和交换矩阵模式 WLC 

● 传输站点：也称为传输网络，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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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
地保留分段的交换矩阵站点（SD-Access 传输） 

● 交换矩阵域：包含一个或多个交换矩阵站点以及所有相应的传输站点 

基于 IP 的传输网络将交换矩阵连接到外部网络，通常使用 VRF-lite 进行 IP 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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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创建分布式园区。此配置  

技术提示 

附录中列出的 Cisco DNA Center 软件和思科 IOS 软件不提供对 SD-Access 传输的验证（详见《用于分布式园区的软件定义
接入规范化部署指南》）。您可以在 Cisco.com 中搜索《SD-Access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表》，找到可能支持其他选项的备用
软件版本。 

附录中列出的 Cisco DNA Center 软件和思科 IOS 软件不提供对 SD-Access 传输的验证（详见《用于分布式园区的软
件定义接入规范化部署指南》）。您可以在 Cisco.com 中搜索《SD-Access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表》，找到可能支持其
他选项的备用软件版本。 

 创建基于 IP 的传输站点、交换矩阵域和交换矩阵站点 程序 1.

基于 IP 的传输站点代表 BGP 远程自治系统 (AS)。在后续程序中，本地 BGP AS 配置为交换矩阵边界调配的一部分。 

步骤 1.  使用 Cisco DNA Center，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点击右上角的 + 添加交换矩阵或传输；点击添加传输，
在滑出式窗口中输入传输名称（例如：IP_Transit），选择基于 IP；对于路由协议，选择 BGP，输入远程 BGP AS 的
自治系统编号（例如：65500），然后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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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显示一条状态消息，表示传输创建完成。 

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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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滑出式窗口中，输入
交换矩阵名称（例如：RTP5_Fabric）；使用站点层次结构选择一个包含站点的位置以启用交换矩阵（例如：RTP5-
C9K），然后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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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创建新的园区交换矩阵。 

步骤 3.  点击刚刚创建的交换矩阵域名（例如：RTP5_Fabric），在左侧的启用交换矩阵的站点层次结构中，选择在上
一步中添加的站点（例如：RTP5-C9K）。系统将显示交换矩阵和相关站点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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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显示的交换矩阵拓扑图未模拟已部署的两层（分发/接入）或三层（核心/分发/接入）拓扑，请通过以下方式更正
拓扑：导航至工具 > 资产，在资产表的标题行右侧，调整显示哪些列来包括设备角色，然后调整该角色以充分反映设
备的实际部署。修改设备角色获取更新的视图后，返回到交换矩阵域拓扑视图。 

 创建交换矩阵重叠 程序 2.

步骤 1.  在交换矩阵域拓扑视图中，按住 shift 键，点击作为交换矩阵边缘节点的所有节点，然后在弹出框中点击添加
到交换矩阵。 

  

系统将显示蓝色图标边框和交换矩阵角色符号，以表示设备的预期目标行为。 

步骤 2.  如果您的交换矩阵中有一个节点，专门充当无边界功能的控制平面节点，请点击该节点，然后在弹出框中点击
添加为 CP（控制平面）。 

对没有边界功能的冗余专用控制平面节点重复此步骤。 

技术提示 

如果边界节点是使用 “附录 A：产品列表” 中列出的软件的思科 Nexus 7700 系列交换机，则使用专用控制平面节点并将其直接连
接到 7700 系列，以配置为外部边界节点。如果您的 NX-OS 版本需要，请启用 MPLS 许可证。将物理链路上的 MPLS LDP 配置
为控制平面节点，以支持控制平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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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点击设备以执行交换矩阵边界角色，在弹出框中点击添加为边界或添加为 CP+边界（如果跳过上一步），并
填写附加滑出式对话框。在第 3 层切换下，选择边界（例如：外部世界（外部）），填写 BGP 本地自主系统编号（例
如：65514）；在选择 IP 地址池下，选择之前为边界连接功能配置的全局池（例如：BORDER_HANDOFF-RTP5）；
对于外部边界，选择此站点是否连接到互联网？；在传输菜单中选择传输（例如：IP：IP 传输）；然后点击该传输旁边
的灰色添加按钮。 

  

系统将显示附加的 IP 传输部分。 

技术提示 

如果边界是从交换矩阵到网络其余部分的唯一路径，则应选择外部边界。如果您具有控制平面和边界节点的组合功能，并且该节点
使用内部边界功能，则在使用 “附录 A：产品列表” 中所示的经过验证的版本时，可能需要进行附加控制平面过滤。 

步骤 4.  点击 IP 传输文本，点击显示的 + 添加接口；在滑出框中选择用于连接到交换矩阵外部的融合路由器的接口；
在所显示的交换矩阵外部设备的 BGP 远程 AS 号下，展开虚拟网络选择面板，选择交换矩阵中所用的每个 VN，以包含
在交换矩阵外部的第 3 层切换中（例如：INVRA_VN、OPERATIONS），点击保存；然后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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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所有附加信息弹出窗口。 

步骤 5.  如果您还有其他交换矩阵边界节点，请对其重复前两个步骤。 

技术提示 

要配置从边界到网络其余部分的 VRF-Lite 切换接口，需使用带有 802.1Q 标记的接口。如果通过要转换的冗余链路上的带内连接
来管理边界，首先要通过已标记的接口建立连接，如为边界设备设置管理以进行网络发现的过程中所述。当使用本指南中验证的 
SD-Access 版本时，如果接口包含未标记的配置，则调配将失败。 

步骤 6.  将所有必要角色分配给交换矩阵中的节点后，点击底部的保存，使用默认选项现在，然后点击应用。您的园区
交换矩阵域已创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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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矩阵图标变为蓝色，表示您打算创建交换矩阵。设备的实际调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为交换矩阵启用组播 程序 3.

使用此程序可在交换矩阵重叠网络中配置组播支持。 

SD-Access 交换矩阵可支持任意源组播 (ASM) 和源特定组播 (SSM)。源可以位于交换矩阵内部或交换矩阵外部，而汇
聚点配置仅在交换矩阵边界节点上可用。PIM 消息在边界节点和交换矩阵边缘之间进行单播，而组播数据包在前端交换
矩阵边界设备处向交换矩阵边缘节点进行复制。 

步骤 1.  使用 Cisco DNA Center 中专用于单播 IP 接口的全局池为启用了组播的每个 VN 配置组播。如果不存在全局
池，请重新访问 “定义全局 IP 地址池” 程序创建一个。 

步骤 2.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在交换矩阵下，点击已创建的交换矩阵站点
（例如：RTP5_Fabric）；在左侧导航窗格中，点击交换矩阵站点（例如：RTP5-C9K），点击顶部的交换矩阵基础设
施选项卡，点击一个交换矩阵边界节点，然后选择启用汇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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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右侧的将组播池关联到 VN 弹出窗口中，在 “关联虚拟网络” 下选择 VN（例如：OPERATIONS）；在选择 
IP 池下，选择为组播创建的池（例如：MULTICAST_PEER-RTP5）；点击下一步，选择一个 VN （例如：
OPERATIONS）；然后点击启用。 

步骤 4.  对所有其他交换矩阵边界节点重复上一步。在屏幕底部，点击保存，然后点击应用。 

Cisco DNA Center 会将组播配置推送到交换矩阵节点，并为边界节点之间的汇聚点 (RP) 状态通信创建环回和组播源
发现协议 (MSDP) 对接。 

步骤 5.  如果需要在边界外向融合路由器进行组播通信，请在每台设备上启用以下命令。 

Global: 

ip multicast-routing 

ip pim rp address [RP Address]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ip pim ssm default 

Interface or subinterface (for each virtual network): 

ip pim sparse-mode 

步骤 6.  在左侧导航面板中配置有交换矩阵的站点处，点击站点名称旁边的齿轮图标，点击启用 IPv4 的本地组播，点
击底部的保存；在滑出式窗口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然后点击应用。 

系统将部署重叠网络组播配置，以使用底层网络组播进行高效的基础设施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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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邻（融合）路由器中为 VN 启用到边界路由器的 eBGP 连接 程序 4.

Cisco DNA Center 中的 SD-Access 应用将交换矩阵边界节点 BGP 切换配置到外部网络。在所述的 SD-Access 版本
中，可使用兼容的 VRF-Lite 和 BGP 对接信息手动配置边界设备的外部网络对等体。 

步骤 1.  使用 CLI 登录到边界设备，观察由 Cisco DNA Center SD-Access 应用创建的边界外的 IP 连接的自动化配
置。以下某些命令可能会有所帮助。 

show running-config brief 

show running-config | section vrf definition 

show running-config | section interface Vlan 

show running-config | section router bgp 

技术提示 

通过部署一对具有恢复能力的边界节点并在它们之间建立直接连接，可以防止边界节点和融合路由器之间的连接失败。要启用自动
流量重定向，请在边界节点之间为每个已配置的 VN 创建 iBGP 邻居关系。使用交换机上的中继端口配置以及路由器上的子接口，
来支持多个使用 802.1Q 标记的逻辑连接。 

步骤 2.  登录到交换矩阵外部连接到边界的每台融合设备，以边界配置为指导，根据边界上创建的虚拟网络的要求配置 
VRF。VRF 会将交换矩阵中的接口组与虚拟网络环境之间的通信隔开。 

vrf definition [VRF name] 

 rd [Route Distinguisher] 

 address-family ipv4 

  route-target export [Route Target] 

  route-target import [Route Target] 

 exit-address-family 

例如，如果在边界上调配了以下配置： 

vrf definition OPERATIONS 

 rd 1:4099 

 ! 

 address-family ipv4 

  route-target export 1:4099 

  route-target import 1:4099 

 exit-address-family 

对融合路由器进行相同的配置。 

对每个虚拟网络环境（包括访客 VRF，如果已配置）重复此步骤，以便与边界节点配置保持一致。 

技术提示 

在融合路由器上配置的 VRF 名称、路由识别符和路由目标应与边界节点上的配置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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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配置连接至邻居的每个接口。某些设备直接在中继上支持 VLAN 子接口配置，而其他设备则需要创建 VLAN 
接口并将其与中继关联。对边界的每个对等体上的每个邻居重复相邻接口配置。 

interface [Peer physical interface] 

 switchport mode trunk 

interface [VLAN interface] 

 vrf forwarding [VN/VRF name] 

 ip address [Peer point-to-point IP address] 

例如，如果在边界上调配了以下配置： 

vlan 3003 

vlan 3004 

interface FortyGigabitEthernet1/0/24 

 switchport mode trunk 

interface Vlan3003 

 description vrf interface to External router 

 vrf forwarding OPERATIONS 

 ip address 172.16.172.9 255.255.255.252 

interface Vlan3004 

 description vrf interface to External router 

 ip address 172.16.172.13 255.255.255.252 

为融合路由器配置兼容的连接和编址。没有关联 VRF 转发语句的 VLAN 接口用于与全局路由表进行 INFRA_VN 通信。 

vlan 3003 

vlan 3004 

interface FortyGigabitEthernet1/0/7 

 switchport mode trunk 

interface Vlan3003 

 description vrf interface to External router 

 vrf forwarding OPERATIONS 

 ip address 172.16.172.10 255.255.255.252 

interface Vlan3004 

 description vrf interface to External router 

 ip address 172.16.172.14 255.255.255.252 

步骤 4.  配置通往边界的 BGP IPv4 单播路由，以支持连接交换矩阵中每个 VN 关联的每个 VRF。 

router bgp [Local BGP AS] 

 bgp router-id interface Loopback0 

 bgp log-neighbor-changes 

 neighbor [Border VLAN IP Address] remote-as [Fabric BGP AS] 

 neighbor [Border VLAN IP Address] update-source [VLAN interface] 

 ! repeat for any additional neighbors 

address-family ipv4 

  network [Loopback IP Address] mask 255.255.25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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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ghbor [Border VLAN IP Address] activate 

! repeat for any additional neighbors 

  maximum-paths 2 

 exit-address-family 

 address-family ipv4 vrf [VN/VRF name] 

  neighbor [Border VLAN IP Address] remote-as [Fabric BGP AS] 

  neighbor [Border VLAN IP Address] update-source [VLAN interface] 

  neighbor [Border VLAN IP Address] activate 

! repeat for any additional neighbors 

 exit-address-family 

例如，如果在边界上调配了以下配置： 

router bgp 65514 

 bgp router-id interface Loopback0 

 neighbor 172.16.172.14 remote-as 65500 

 neighbor 172.16.172.14 update-source Vlan3004 

 ! 

 address-family ipv4 

  network 172.16.173.1 mask 255.255.255.255 

  aggregate-address 172.16.173.0 255.255.255.0 summary-only 

  neighbor 172.16.172.14 activate 

exit-address-family 

 ! 

 address-family ipv4 vrf OPERATIONS 

  neighbor 172.16.172.10 remote-as 65500 

  neighbor 172.16.172.10 update-source Vlan3003 

  neighbor 172.16.172.10 activate 

exit-address-family 

在融合路由器上进行以下配置： 

router bgp 65500 

 bgp router-id interface Loopback0 

 bgp log-neighbor-changes 

 neighbor 172.16.172.13 remote-as 65514 

 neighbor 172.16.172.13 update-source Vlan3004 

 ! 

 address-family ipv4 

  neighbor 172.16.172.13 activate 

 exit-address-family 

 ! 

 address-family ipv4 vrf OPERATIONS 

  neighbor 172.16.172.9 remote-as 65500 

  neighbor 172.16.172.9 update-source Vlan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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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ghbor 172.16.172.9 activate 

exit-address-family 

 将有线客户端分配到 VN 并启用连接 程序 5.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在交换矩阵下点击已创建的交换矩阵站点
（例如：RTP5_Fabric）；在左侧导航窗格中，点击交换矩阵站点（例如：RTP5-C9K），点击顶部的主机自行激活
选项卡；在选择身份验证模板下选择封闭式身份验证；在该部分的顶部点击保存，然后点击应用。 

  

封闭式身份验证设置为主机端口的默认值，要求对终端进行 802.1x 身份验证才能连接到交换矩阵；此设置可由端口覆
盖，以用于其他用途，例如用于 AP 端口。 

步骤 2.  在虚拟网络下，选择要用于有线客户端的 VN（例如：OPERATIONS）；在编辑虚拟网络：OPERATIONS 滑
出式窗格中，选择要添加到该 VN 的 IP 池的名称（例如：EMPLOYEE-DATA-RTP5）；选择数据的流量类型；确保
第 2 层扩展处于打开状态，（可选）将身份验证策略名称更改为对站点有意义的名称；点击更新，然后点击应用。 

   

系统会显示一条状态消息，然后显示主机自行激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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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如果您已创建访客虚拟网络，请为访客服务关联一个 IP 池。在虚拟网络下，选择要用于访客无线网络客户端
的 VN（例如：GUEST）。 

  

步骤 4.  在编辑虚拟网络：GUEST 滑出式窗格中，选择要添加到该 VN 的 IP 池的名称（例如：EMPLOYEE-Data-
RTP5）；选择数据的流量类型‘确保第 2 层扩展处于打开状态；可以将身份验证策略名称更改为对站点有意义的名称，
点击更新，然后点击应用。 

   

系统会显示一条状态消息，然后显示主机自行激活屏幕。 

 为客户端自行激活启用交换矩阵边缘端口 程序 6.

可选 

当您连接了不支持 802.1x 的设备，或者使用其他身份验证方式（例如，用于物联网设备的 MAB 身份验证），或者手
动向端口分配地址池时，请覆盖在上一个程序中分配的默认身份验证模板（封闭式身份验证）。 

对于客户端连接到交换矩阵边缘端口且需要覆盖默认身份验证模板的每个交换矩阵边缘交换机，请重复执行此程序。 

步骤 1.  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在交换矩阵下点击已创建的交换矩阵站点（例如：RTP5_Fabric）；在左侧导航窗
格中，点击交换矩阵站点（例如：RTP5-C9K），点击顶部的主机自行激活选项卡；在选择端口分配部分下面的左侧列
中，选择一个交换机。 

步骤 2.  在交换机端口列表中，选择一组要参与交换矩阵 VN 的有线交换矩阵边缘端口，然后点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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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滑出式窗口中，选择适当的连接的设备类型（例如：用户设备（IP 电话、计算机、笔记本电脑））；选
择地址池（例如：10_101_114_0(EMPLOYEE-DATA-RTP5)）；选择组（例如：Employees）；选择语音池
（如果需要）；选择身份验证模板（例如：无身份验证）；然后点击更新。 

步骤 4.  在选择端口分配部分的右侧，选择保存，保留默认选择现在，然后点击应用。 

步骤 5.  对要添加的每个附加交换机重复上述步骤。 

设备现在可以在交换矩阵边缘端口使用所创建的有线网络重叠和身份验证方式进行连接。 

技术提示 

如果交换矩阵边缘端口未使用身份验证服务器动态接收其分配，则使用组分配静态分配组，这对于组织中使用的某些类型的设备非
常有用。如果选择 “无身份验证” 作为身份验证方式，则 Cisco DNA Center 会推送在屏幕顶部的 “选择身份验证模板” 部分中选择
的全局默认身份验证模板。选择 “封闭式身份验证” 或 “开放式身份验证” 时，Cisco DNA Center 会推送端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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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将 SD-Access 无线网络集成到交换矩阵中 

《用于分布式园区的软件定义接入规范化部署指南》中介绍了为 SD-Access 安装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的过程。此无线网
络集成过程假定控制器可使用 Cisco DNA Center 集成到交换矩阵中。 

 将无线网络控制器添加到资产中并创建 HA SSO 对 程序 1.

如果无线局域网控制器不在 Cisco DNA Center 资产中，必须在集成无线网络之前添加这些控制器。为了实现恢复能力，
还应使用两个相同类型的 WLC 来创建 HA SSO 对。 

步骤 1.  导航至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滚动至工具部分，点击发现并输入发现名称。选择范围并输入 IP 范
围的起始和结束 IP 环回地址（要涵盖单个地址，请在输入范围的起始和结束时均输入该地址）。对于首选管理 IP，请
使用无。 

  

步骤 2.  如果有任何其他范围，请点击第一个范围旁边的 +（加号），输入其他范围，并对剩余的所有范围重复此操作。 

步骤 3.  向下滚动，验证用于发现的 CLI 凭证，以及通过 Cisco DNA Center 设备可控性功能推送到设备的 SNMP 凭
证配置。如果设备有特定于发现的唯一凭证，请点击 + 添加凭证添加每个新凭证，保存，然后点击底部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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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现运行时，系统会显示发现详细信息。 

  

步骤 4.  如果存在任何发现故障，请检查设备列表，解决问题，并为这些设备以及要添加到资产的任何其他设备重新启
动发现。 

步骤 5.  成功完成所有发现任务后，导航至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然后在工具部分下，点击资产。此时会
显示已发现的设备。完成资产收集后，每台设备均显示受管同步状态，这表明 Cisco DNA Center 维护着一个内部模型，
可反映设备的物理部署。 

  

Cisco DNA Center 现在可以访问设备，同步配置资产，并在设备上进行配置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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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在资产表标题行的右侧，可以调整显示哪些列。使用设备角色列，可以根据设备类型查看发现分配的设备角色，并调整角色以最好
地反映设备的实际部署（例如接入路由器、分发路由器、核心路由器或边界路由器），此显示屏中的边界路由器是通用的非交换矩
阵设备角色。与在后续程序中调整角色相比，现在调整角色可以改善初始拓扑图的外观。对于 WLC，分配给核心角色会使设备更
靠近这些设备通常所在的位置。 

在继续操作前，使用刷新按钮更新最后一次资产收集状态，直到它变成受管状态。 

步骤 6.  如果要使用当前未配对的一组控制器创建 HA SSO 对，请转至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导航至调配 > 
设备 > 资产，点击主 WLC 的设备名称文本（例如：SDA-WLC1）；在顶部弹出窗口的右侧选择高可用性；在选择辅
助 WLC 下，选择 HA SSO 对中的第二个 WLC（例如：SDA-WLC-2）；输入冗余管理 IP 和对等体冗余管理 IP（例
如：10.4.174.126、10.4.174.127）；点击配置 HA；然后在重新引导警告弹出窗口中，点击确定。 

  

浏览器上将显示警告消息。 

Configuring HA for Primary. Please do not Refresh the page.. 

Configuring HA for Secondary... 

重新配置和重新引导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 

步骤 7.  使用显示屏顶部的刷新按钮刷新显示屏，直到 HA 模式下的 WLC 显示为一台设备。点击主 WLC 的设备名称
文本（例如：SDA-WLC1）检查 HA 状态；在顶部的弹出窗口右侧选择高可用性；确保冗余状态为 SSO，同步状态为
完成。 

在 HA 配置完成后，继续执行下一步。 

步骤 8.  转到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导航至设计 > 映像存储库。查找设备系列并检查软件版本。如果 WLC 
映像是正确的版本，则继续。如果需要更新该映像，并且该映像已列出，则点击该映像旁边的星号，将该映像标记为黄
金映像，并更新软件。如果所需的映像未列出，则点击顶部的 “导入映像/SMU”，按照说明进行导入，刷新屏幕，然后
使用设备的下拉列表将该映像标记为黄金。 

步骤 9.  如果要对设备升级，请导航至调配 > 设备 > 资产，选择标记为过时的 WLC，然后在操作菜单中选择更新操作
系统映像。确认所选的要更新的设备，时间使用默认选择现在，点击应用，然后在有关正在重新引导设备的弹出警告中
点击确定。 

系统会将映像分发到所选设备，在映像分发完成后，设备会立即重新引导以激活新映像。使用刷新按钮查看何时删除正
在进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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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无线接入点创建 IP 地址池 程序 2.

验证 Cisco DNA Center 中的全局池是否可用于要由网络管理的 AP 的地址分配。 

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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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检查专用于 AP 基础设施的
池的 IP 地址池列表（例如：ACCESS_POINT）。 

步骤 2.  如果不存在用于 AP 的池，请点击 + 添加 IP 池，填写 IP 池名称、IP 子网、CIDR 前缀和网关 IP 地址（例如：
ACCESS_POINT、172.16.173.0、/24、172.16.173.1），选择 DHCP 服务器和 DNS 服务器，然后点击保存。 

步骤 3.  导航至设计 > 网络设置 > IP 地址池；在站点层次结构的左侧，为 IP 地址池预留选择一个站点或更低的级别
（例如：RTP5-C9K）。如果尚未预留池，则点击右上角的 “预留 IP 池”。 

  

步骤 4.  如果要预留池，请填写 IP 池名称（例如：ACCESS_POINT-RTP5）；在类型下，选择 LAN，选择要预留的
全局 IP 池源；在 CIDR 表示法/IP 地址编号下，选择要使用的地址空间部分，分配网关 IP 地址、DHCP 服务器和 DNS 
服务器，然后点击预留。 

 设计交换矩阵企业无线网络 SSID 程序 3.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设计 > 网络设置 > 无线网络；在左侧层次结构窗格中，选择全
局级别；在企业无线网络部分中点击 + 添加。 

  

系统将显示创建企业无线网络向导。 

步骤 2.  使用创建企业无线网络向导提供以下信息： 

● 输入无线网络名称 (SSID)（例如：Employee） 

● 在企业网络类型下，选择 “语音和数据” 以及 “网络快速通道” 

● 选择或确认无线网络选项 

● 为安全等级选择一个选项（例如：WPA2 Enterprise） 

● 在高级安全选项下，选择 “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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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向导中点击下一步继续操作，并提供以下信息： 

● 输入无线网络配置文件名称（例如：RTP5-Wireless） 

● 在交换矩阵下，选择是 

● 在选择站点下，选择 SSID 广播的位置（例如：全局/RTP/RTP5-C9K），并包括要包含在 SSID 覆盖范围内的楼
层（例如：全局/RTP/RTP5-C9K/1 楼） 

步骤 4.  点击完成继续操作。系统将显示设计 > 网络设置 > 无线网络屏幕。 

步骤 5.  对于使用相同网络配置文件以及要与 SSID 关联的任何新位置配置文件的其他 SSID，请重复执行此程序。 

 设计交换矩阵访客无线网络 SSID 程序 4.

步骤 1.  导航至设计 > 网络设置 > 无线网络；在访客无线网络部分中，点击 + 添加；在创建访客无线网络向导中，提
供以下信息： 

● 输入无线网络名称 (SSID)（例如：Guest） 

● 在安全等级下，选择 “网络身份验证” 

● 在验证服务器下，选择 “ISE 身份验证” 

保留其他默认选择，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在向导中操作。 

步骤 2.  在无线网络配置文件步骤中，选择与部署位置对应的配置文件名称（例如：RTP5-Wireless）；在滑出式面
板中，为交换矩阵保留默认选择是；保留其他默认信息；在面板底部点击保存；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3.  在门户自定义步骤中，点击 + 添加。系统将显示门户生成器屏幕。 

步骤 4.  输入访客门户名称（例如：GUEST-RTP5），进行所有必要的自定义，然后点击屏幕底部的保存。系统会为
站点生成一个访客网络身份验证门户，您将返回到上一个屏幕。 

步骤 5.  点击完成。 

无线局域网设计已创建完毕并且可供部署。 

 调配 WLC 以进行 SD-Access 无线网络交换矩阵集成 程序 5.

完成 SD-Access 无线网络设计后，将配置从 “设计” 应用推送到 WLC。 

步骤 1.  导航至 “调配” > “设备” > “资产”，找到 WLC 并选中 WLC 旁边的复选框，然后在屏幕顶部的 “操作” 下拉列
表下，选择 “调配”。系统将打开 “调配设备” 向导。 

技术提示 

在 HA SSO 模式下配置一对 WLC 时，Cisco DNA Center 资产中只显示一个 WLC。您可以通过点击设备名称，然后点击高可用
性选项卡来验证是否配置了 HA SSO 对。 

© 2019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第 57 页，共 65 页 



 

 

 

步骤 2.  分配站点（例如：全局/RTP/RTP5-C9K）；点击下一步；在配置步骤中的受管 AP 位置下，选择由 WLC 管
理的 AP 的其他楼层分配（例如：全局/RTP/RTP5-C9K/1 楼）；点击下一步；然后在高级配置步骤中点击下一步。 

步骤 3.  在摘要步骤中，查看配置，点击部署；在滑出式面板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然后点击应用。 

系统会将 WLC 分配给站点，调配开始。使用刷新按钮，直到调配状态显示成功，然后再继续。 

 将 SD-Access 无线网络调配到交换矩阵中 程序 6.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在交换矩阵下，点击已创建的交换矩阵站点
（例如：RTP5_Fabric）；在左侧的启用交换矩阵的站点导航中，点击关联站点（例如：全局/RTP/RTP5-C9K）； 
点击 WLC；然后在弹出框中点击添加到交换矩阵。 

  

步骤 2.  在屏幕底部点击保存，在滑出式菜单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然后点击应用。系统将创建 WLC 配置，以建立与
交换矩阵控制平面的安全连接。 

  

© 2019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第 58 页，共 65 页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验证 WLC 控制器对是否已集成到交换矩阵中：在 WLC 管理控制台中导航至控制器 > 交换矩阵
配置 > 控制平面，其中会显示交换矩阵集成已启用且连接状态为 “开启”。 

  

 允许无线接入点加入无线网络交换矩阵 程序 7.

AP 是加入交换矩阵的主机，系统会将其分配到名为 INFRA_VN 的 VN 中。这种专用于基础设施设备（例如 AP）的 
VN 可以将交换矩阵控制平面和位于交换矩阵外部的 WLC 作为全局路由连接的一部分，在交换矩阵边缘节点的 AP 之
间实现管理通信。 

步骤 1.  将要用于交换矩阵的 AP 直接连接到交换矩阵中的边缘节点。 

步骤 2.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在交换矩阵域下，点击已创建的交换矩阵站点
（例如：RTP5_Fabric）；在左侧的启用交换矩阵的站点导航中，点击关联站点（例如：全局/RTP/RTP5-C9K）； 
然后点击主机自行激活。 

步骤 3.  在虚拟网络下，选择 INFRA_VN。 

  

步骤 4.  选中 AP 的 IP 池名称（例如：ACCESS_POINT-RTP5）旁边的复选框；在池类型下选择 AP；然后点击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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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在 “修改虚拟网络” 滑出式面板中，保留默认选择现在，然后点击应用。 

步骤 6.  在选择端口分配下，选择一个交换机；在交换机上选择要用于 AP 的任何端口，选择分配；在端口分配滑出
式窗口中的连接的设备类型下，选择无线接入点 (AP)；保留默认的地址池选择；在身份验证模板下选择无身份验证；
然后点击更新。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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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上调配 CDP 宏来实现 AP 自动自行激
活。或者，您可以使用 Cisco DNA Center 中的交换机端口配置向 AP 的 IP 地址池分配一个端口。 

步骤 7.  对于具有用于 AP 的端口的任何其他交换机，请重复上一步。 

步骤 8.  选中所有支持 AP 的端口后，在选择端口分配部分的顶部，点击保存，保留默认选择现在，然后点击应用。 

完成更新后，系统会为连接到 AP 的边缘节点交换机端口启用设备跟踪配置，该配置可识别 AP 并允许 AP 获得网络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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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AP 无法使用底层网络中的默认路由到达 WLC。在 AP 连接的每个节点的全局路由表中，必须存在到达 WLC IP 地址的更具体的路
由（例如 /24 子网或 /32 主机路由）才能建立连接。将边界上的 WLC 路由重新分发到底层网络 IGP 路由进程，以提高效率。或
者，您可以在支持 AP 的每个边缘节点上创建静态条目。 

步骤 9.  导航至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在调配 > 设备 > 资产下选择要添加的 AP；然后在顶部的操作下拉菜
单中，选择重新同步。系统会将与 WLC 关联的 AP 添加到资产中，而不用等待资产刷新。 

步骤 10.  导航至 Cisco DNA Center 主控制面板；在调配 > 设备 > 资产下，选择要添加的 AP；然后在顶部的操作下拉
菜单中，选择调配。 

步骤 11.  在调配设备屏幕上，将 AP 分配到某个楼层（例如：全局/RTP/RTP5-C9K/1 楼）；点击下一步；对于 RF 配
置文件，如果您尚未创建自己的 RF 配置文件，请选择典型；点击下一步；在摘要页面中，点击部署；在滑出式面板中，
保留默认选择现在；然后点击应用。确认所有有关重新引导的警告。 

 向 VN 分配无线网络客户端并启用连接 程序 8.

步骤 1.  在 Cisco DNA Center 控制面板中，导航至调配 > 交换矩阵；在交换矩阵域下，点击已创建的交换矩阵站点
（例如：RTP5_Fabric）；在左侧的启用交换矩阵的站点导航中，点击关联站点（例如：全局/RTP/RTP5-C9K）； 
然后点击主机自行激活选项卡。 

步骤 2.  在无线网络 SSID 部分下，为每个 SSID 名称选择一个关联的地址池；选择所有关联的可扩展组；点击保存；
保留默认选择现在；然后点击应用。 

   

设备现在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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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产品列表 

本部署指南中对以下产品和软件版本进行了验证，但此验证集并未涵盖所有可能性。其他硬件选项详见相关的《软件
定义接入解决方案设计指南》、《SD-Access 产品兼容性表》和《Cisco DNA Center 产品手册》，其中可能提供
了本指南测试范围以外的其他指导。系统会定期发布已更新的 Cisco DNA Center 软件包文件，并列出在软件包和更
新列表中。 

表 3. Cisco DNA Center 

产品 部件号 软件版本 

Cisco DNA Center 设备  DN2-HW-APL-L 
（基于 M5 的机箱）  

1.2.10.4 
（系统 1.1.0.754） 

表 4. Cisco DNA Center 软件包 

下面列出了验证期间在 Cisco DNA Center 上运行的所有软件包，但 SD-Access 验证测试并未对所有软件包都进行
验证。 

软件包 版本 

应用策略 2.1.28.170011 

网络状态感知 - 基础 1.2.11.304 

网络状态感知 - 传感器 1. 2.10.254  

自动化 - 基础 2.1.28.600244.9 

自动化 - 智能捕获 2.1.28.60244 

自动化 - 传感器 2.1.28.60244 

Cisco DNA Center UI 1.2.11.19 

命令运行程序 2.1. 28.60244 

设备自行激活  2.1.18.60024 

DNAC 平台 1.0.8.8 

映像管理 2.1.28.60244  

NCP - 基础 2.1.28.60244 

NCP - 服务 2.1.28.60244.9 

网络控制器平台 2.1.28.60244.9 

网络数据平台 - 基础分析 1.1.11.8 

网络数据平台 - 核心 1.1.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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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 版本 

Network Data Platform - 管理器 1.1.11.8 

路径跟踪 2.1.28.60244 

SD-Access 2.1.28.60244.9  

表 5. 身份管理 

功能区域 产品 软件版本 

思科 ISE 服务器 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2.4 补丁 6 

表 6. SD-Access 交换矩阵边界和控制平面 

功能区域 产品 软件版本 

边界和控制平面 思科 Catalyst 9500 系列交换机 16.9.3  

边界和控制平面 思科 Catalyst 9400 系列交换机 16.9.3  

边界和控制平面 - 小型站点  思科 Catalyst 3850 XS 交换机
（10-Gbps 光纤） 

16.9.3  

边界和控制平面 思科 4000 系列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16.9.2 

边界和控制平面 - 大规模 思科 ASR 1000-X 和 1000-HX 系列汇聚
多业务路由器 

16.9.2 

边框 思科 Catalyst 6807 7 插槽机箱，带管理
引擎 6T 或管理引擎 2T 和 6800 32 端口 
10 GE，带双集成 DFC4 

15.5(1)SY2 

边框 思科 Catalyst 6880-X 和 6840-X 交换机 15.5(1)SY2 

外部边界 思科 Nexus 7700 交换机 2 插槽机箱，带
管理引擎 2 增强模块和思科 Nexus 7700 
M3 系列 48 端口 1/10 千兆以太网模块 

8.3(2) 

控制平面 思科云服务路由器 1000V 系列 16.9.2 

表 7. SD-Access 交换矩阵边缘 

功能区域 产品 软件版本 

交换矩阵边缘 思科 Catalyst 9300 系列 - 可堆叠  16.9.3 

交换矩阵边缘  带管理引擎 1 的思科 Catalyst 9400 系列 - 
模块化机箱  

16.9.3 

交换矩阵边缘 思科 Catalyst 3850 系列 - 可堆叠  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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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域 产品 软件版本 

交换矩阵边缘 思科 Catalyst 3650 系列 - 独立（带可选
堆叠） 

16.9.3 

交换矩阵边缘 带管理引擎 8-E 的思科 Catalyst 4500E 
系列 - 模块化机箱  

3.10.2E 

表 8. 软件定义接入（无线） 

功能区域 产品 软件版本 

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思科 8540、5520 和 3504 系列无线网络
控制器  

8.8.111.0 (8.8 MR1) 

交换矩阵模式无线接入点  思科 Aironet® 1800、2800 和 3800 系列
（第二代）  

8.8.111.0 (8.8 MR1) 

表 9. 本指南中测试的 LAN 自动化交换机（未涵盖所有可能性） 

功能区域 产品 

思科 Catalyst 9500 系列（标准性能版本） 种子设备  

思科 Catalyst 3850 XS 交换机（10 Gbps 光纤） 种子设备  

思科 Catalyst 9300 系列 - 可堆叠  种子设备、已发现的设备 

带管理引擎 1 的思科 Catalyst 9400 系列 - 模块化机箱  种子设备、已发现的设备 
（10Gbps 接口） 

思科 Catalyst 3850 系列 - 可堆叠  已发现的设备 

思科 Catalyst 3650 系列 - 独立（带可选堆叠） 已发现的设备 

带管理引擎 8-E 的思科 Catalyst 4500E 系列 - 模块化机箱  已发现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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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 

若对本指南和相关指南有任何意见和建议，可以在 https://cs.co/en-cvds 上的思科社区中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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