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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入门

本章对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进行了介绍，具体包括以下主题：

• 启动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

• 设备配置快速入门

• 窗口导航

启动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

本节介绍了如何导航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

浏览器具有如下限制：

• 如果使用的是 Explorer 8，打开浏览器窗口并配置以下设置：

单击工具 > Internet 选项，然后选择安全选项卡。选择本地 Intranet 并单击站

点。单击高级，然后单击添加。将交换机的内部网地址 (http://<ip-address>) 
添加到本地内部网区域。也可以将 IP 地址指定作为子网 IP 地址，这样子网中的

所有地址将会添加到本地内部网区域。

• 如果使用的是 Internet Explorer 6，将无法直接使用 IPv6 地址访问交换机。但是，

可以使用域名系统 (DNS) 服务器创建包含 IPv6 地址的域名，然后在地址栏中使

用该域名代替 IPv6 地址。

• 如果管理站上有多个 IPv6 接口，则可以使用 IPv6 全局地址代替 IPv6 链路本地

地址从浏览器访问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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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实用程序

打开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的步骤：

步骤 1 打开任一 Web 浏览器。

步骤  2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要配置的交换机的 IP 地址，然后按 Enter。将打开“登录”页

面。

登录

登录到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的步骤：

步骤 1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出厂默认用户名为 cisco，默认密码为 cisco。

注：当交换机按照出厂默认配置启动时，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将以默认语

言进行显示。在登录之后，可以通过使用“升级 / 备份固件 / 语言”页面下载其他语

言。

步骤  2 如果这是第一次使用默认用户名 (cisco) 和默认密码 (cisco) 登录，或者密码已过期，此

时将打开更改管理密码页面。输入新的密码，确认并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系统将

保存新密码。

步骤  3 单击登录。

如果登录尝试成功，将会打开使用入门页面。

如果输入了错误的用户名或密码，将显示错误消息，而屏幕上将继续显示登录页面。

若要禁止每次登录系统时显示使用入门页面，请选择启动时不显示此页面。如果选择

了该选项，系统将打开系统摘要页面而不是使用入门页面。

注销

默认情况下，该应用程序会在闲置 10 分钟后自动注销。有关更改默认超时时间的说明，

请参阅 “配置空闲会话超时”。

若要手动注销，只需单击任意页面右上角的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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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除非将运行配置复制到启动配置文件类型，否则自上次保存文件类型以来所做的所有

更改将会在交换机重新启动后全部丢失。建议在注销前先将运行配置保存为启动配置
文件类型，以保留在该会话期间所做的一切更改。

如果 “保存”按钮左侧显示红色 X 图标，则表明运行配置已更改且尚未保存为启动配
置文件类型。

单击保存会显示该页面 （请参阅 “下载与备份配置及日志文件”）。通过将运行配置
文件复制为启动配置文件类型来保存该文件。保存后，将不再显示红色 X 图标和 “保
存”按钮。

设备配置快速入门

为通过快速导航简化设备配置，“使用入门”页面提供了 常用页面的链接。

“使用入门”页面上的链接

类别 链接名称 （在页面上） 链接的页面

初始设置 更改设备 IP 地址 IPv4 接口

创建 VLAN 创建 VLAN

配置端口设置 端口设置

设备状态 系统摘要 系统设置

端口统计信息 接口

RMON 统计信息 RMON 统计信息

查看日志 RAM 内存

快速访问 更改设备密码 用户帐户

升级设备软件 升级 / 备份固件 / 语言

备份设备配置 下载 / 备份配置 / 日志 

配置 QoS QoS 属性

配置端口镜像 端口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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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导航

本节介绍了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的功能。

应用程序标题

应用程序标题显示在每个页面上，其提供以下按钮：

按钮

按钮名称 说明

当日志中出现严重级别高于 “严重”的新系统日志消息时，

即会显示系统日志警报状态按钮 （带有 X 的红圈）。单击该

按钮将会打开状态和统计信息 > 查看日志 > RAM 内存日志页

面。在访问此页面之后，将不再显示系统警报状态按钮。

如果 “保存”按钮左侧显示红色 X 图标，则表明运行配置已

更改且尚未保存到启动配置文件。

当单击此按钮时，将显示“下载 / 备份配置 / 日志”页面。在

交换机上将运行配置文件类型复制到启动配置文件类型，以

保存该文件类型。保存后，将不再显示红色 X 图标和 “保

存”按钮。交换机重新启动时，会将启动配置文件类型复制

到运行配置，并根据运行配置中的数据设置交换机参数。

用户 登录到交换机的用户名。默认用户名为 cisco。

语言菜单 选择语言或将新语言文件加载到设备中。如果菜单中显示了

所需的语言，请选择它。如果未显示，请选择下载语言。有

关添加新语言的详情，请参阅升级 / 备份固件 / 语言页面。

注销 单击该按钮可注销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

关于 单击该按钮会显示交换机类型和交换机版本号。

帮助 单击该按钮会显示在线帮助。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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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如需了解关于交换机使用的其他信息和帮助，您可以使用 “使用入门”页面上的以下

链接：

• 支持 - 显示思科精睿经管交换机的支持网页。

• 论坛 - 显示针对思科精睿支持社区的网页。

导航窗口

导航窗口位于每个页面的左侧。单击顶级类别可显示相关页面的链接。前面包含一个

箭头的链接为子类别，展开该子类别可显示相关页面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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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按钮

下表介绍了系统中各页面上显示的常用按钮。

管理按钮

按钮名称 说明

根据页面数量和当前显示的页面，可使用这些功能来浏览

表格的各个页面。单击 "|<" 转到第一页、单击 "<" 转到上一

页、单击“>”转到下一页，并且单击“>|”转到 后一

页。使用 “页面 <number> /<number>”下拉式列表来选

择特定页面。

选择要在每个页面上显示的表条目的数量。

表示必填字段。

添加 单击该按钮可显示相关的 “添加”页面并向表格中添加一

个条目。输入相关信息并单击应用。单击关闭可返回主页

面。

注：更改仅会应用到运行配置。如果重新启动交换机，运

行配置将会丢失。若要将更改保存到启动配置，请单击保

存。有关详情，请参阅“复制和保存配置文件”。

应用 单击该按钮可应用您在选定页面上输入的更改。

注：更改仅会应用到运行配置。如果重新启动交换机，运

行配置将会丢失。若要将更改保存到启动配置，请单击保

存。有关详情，请参阅“复制和保存配置文件”。

取消 单击该按钮可撤销您在该页面所做的更改，并将值重置为

先前应用的输入。

清除所有接口的计数

器

单击该按钮会将所有接口的统计计数器清零。

清除接口计数器 单击该按钮会将所选接口的统计计数器清零。

清除日志 单击该按钮可清除日志文件。

清除表 单击该按钮可清除表条目。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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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单击该按钮可返回至主页面。如果存在未应用到运行配置的

更改，将显示一则消息。

复制设置 表格通常包含一个或多个包含配置设置的条目。除单独修改

每个条目外，也可以修改一个条目，然后将其复制到多个

条目，方法如下：

• 选择要复制的条目。单击复制设置。

• 输入目标条目编号。

•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 单击关闭返回主页面。

删除 在表格中选择要删除的条目，然后单击删除。条目将被删

除。

详情 单击该按钮可显示主页面上所选条目的相关详细信息。

编辑 选择条目并单击编辑可打开条目进行编辑。打开“编辑”页

面，可以对条目进行修改。

•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 单击关闭返回主页面。

测试 单击测试可执行相关测试。

清除过滤器 单击清除过滤器可使用默认条件刷新页面的数据显示。

转至 单击转至可使用选定条件过滤页面中显示的数据。

排序按钮 如果表格下方显示了 “本表可进行排序”消息，则每个列

标题均可用作排序按钮。单击列标题可根据选定列的内容按

升序对记录进行排序。应用排序之后，列标题中将显示一个

箭头。您可以单击该箭头来更改排序方向。

管理按钮 （续）

按钮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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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统计信息

本章介绍了如何显示交换机统计信息。

其中包含以下主题：

• 系统摘要

• 接口统计信息

• Etherlike （以太网类）统计信息

• 802.1X EAP 统计信息

• IPv6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统计信息

• 统计信息

• 日志

系统摘要

系统设置页面显示了硬件型号说明、软件版本和系统运行时间等基本信息。

显示系统摘要

若要查看系统信息，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状态和统计信息 > 系统摘要，或单击使用入
门页面中设备状态下的系统摘要。

“系统摘要”页面显示以下信息：

• 系统说明 - 系统说明。

• 系统位置 - 交换机的实际位置。单击编辑以显示系统设置页面并输入该值。

• 系统联系人 - 联系人姓名。单击编辑以显示系统设置页面并输入该值。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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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名 - 交换机的名称。单击编辑以显示 “系统设置”页面并输入该值。默认

情况下，交换机主机名由单词交换机与交换机 MAC 地址的三个 低有效字节

（ 右侧的六个十六进制数字）连接组成。

• 系统运行时间 - 自上次重新启动以来所运行的时间。

• 当前时间 - 当前系统时间。

• 基本 MAC 地址 - 交换机 MAC 地址。

硬件和固件版本信息

将显示交换机的以下硬件和软件信息：

• 序列号 - 交换机序列号。

• PID VID - 部件编号和版本 ID。

• 最大可用功率 (W) - PoE 端口可提供的 大可用功率 （仅限 PoE 交换机）。

• 最大功耗 (W) - 当前为连接至交换机的 PoE 设备提供的功率 （仅限 PoE 交
换机）。

• 固件版本 - 活动映像的固件版本号。

• 固件 MD5 校验和 - 活动映像的 MD5 校验和。

• 启动版本 - 启动代码版本。

• 启动 MD5 校验和 - 启动代码的 MD5 校验和。

此外，使用交换机的图形视图可查看每个交换机端口的设置。要显示端口设置页面，请

单击该端口。

TCP 和 UDP 服务

此表列出了使用 TCP 或 UDP 的每个服务的信息：

• 服务名称 - 常用服务名称 （如果有），例如 HTTP。

• 类型 - 用于此服务的传输协议 （TCP 或 UDP）。

• 端口 - 用于此服务的互联网编码分配机构 (IANA) 端口号。

• IP 地址 - 交换机上连接至此服务的远程设备的 IP 地址 （如果有）。

• 远程端口 - 任何与此服务进行通信的远程设备的 IANA 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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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 服务的状态。对于 UDP，此表中仅显示状态为“活动”的连接。在“活

动”状态下，交换机和客户端或服务器之间会建立连接。 TCP 状态包括：

- 监听 - 此服务正在监听连接请求。

- 活动 - 已建立连接会话并且正在传输和接收数据包。

- 已建立 - 已根据与此协议有关的每个设备的角色在交换机和服务器或客户端

之间建立连接会话。

语言包表

此表显示了交换机上可用语言的信息。管理员可在登录配置实用程序时选择一种语言。

英语为默认语言且内置于软件中。您可以使用“升级 / 备份固件 / 语言”页面下载其他

语言包。语言文件可在思科固件下载页面获得。

“语言包表”会显示每个可用语言的以下信息：

• 语言 - 语言名称。

• 区域 - 用于标识语言和国家或区域的 Internet 工程任务组 (IETF) 区域代码。

• 版本 - 语言文件版本。

• MD5 校验和 - 检查文件完整性的 128 位散列代码。

• 文件类型 - 表示以下其中一个值：

- 内置 - 软件提供的默认语言，不能作为独立文件下载。

- 外部 - 已下载到交换机并且可以在登录时选择的语言文件。

• 文件大小 - 以 KB 表示的文件大小。

• 默认 - 显示是表示无论交换机何时重新启动，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

登录页面均将以此语言显示。

• 状态 - 显示活动或未激活。登录时，用户可选择一种语言。所选语言即 “活动”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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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系统设置

配置系统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状态和统计信息 > 系统摘要。将打开系统设置页面。

步骤  2 单击编辑修改以下设置：

• 系统位置 - 输入交换机实际所在的位置。

• 系统联系人 - 输入联系人姓名。

• 主机名 - 输入主机名。只能使用字母、数字和连字符。主机名不能以连字符开

头或结尾。其他符号、标点符号字符或空格均不允许使用 （如 RFC1033、
RFC1034 和 RFC1035 中所规定的）。默认主机名是单词交换机，后接基本 
MAC 地址的前三个字节。例如，MAC 地址为 010203040506 的交换机的默认

主机名为 switch010203。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接口统计信息

使用接口页面可显示接收和传输的数据包的统计信息。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

口中单击状态和统计信息 > 接口，或单击使用入门页面中设备状态下的端口统计信息。

选择您想要显示统计信息的接口 （端口或 LAG），然后为统计信息选择刷新率。所选

接口会显示以下信息：

• 字节总数（八位字节）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在所选接口上传输或接收

的八位字节总数。

• 单播数据包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在所选接口上传输或接收的单播

数据包总数。

• 接收的组播数据包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在所选接口上传输或接收

的组播数据包总数。

• 已接收的广播数据包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在所选接口上传输或接

收的广播数据包总数。

• 带有错误的数据包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在所选接口上接收的有错

误的数据包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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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P BPDU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在所选接口上传输或接收的生成树

协议 (STP) 网桥协议数据单元 (BPDU) 总数。

• RSTP BPDU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在所选接口上传输或接收的快速

生成树协议 BPDU 总数。

清除统计信息计数器的步骤：

• 单击清除接口计数器，将所选接口的所有计数器重置为 0。

• 单击清除所有接口计数器，将所有接口的所有计数器重置为 0。

Etherlike （以太网类）统计信息

系统根据 RFC2665 收集并报告端口和 LAG 的统计信息。

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状态和统计信息 > 类以太网。

选择您想要显示统计信息的接口 （端口或 LAG），然后为统计信息选择刷新率。这些

统计信息是自页面 后一次刷新以来累积的。所选接口会显示以下信息：

• 帧校验序列 (FCS) 错误数 - 接收的 FCS 错误。

• 单个冲突帧数 - 接收的单个冲突帧错误。

• 滞后冲突 - 接收的延时冲突帧数。

• 过量冲突 - 接收的过量冲突帧数。

• 多冲突 - 接收的多冲突帧数。

• 过大数据包数 - 接收的大于 1518 八位字节 （不包括帧位，但包括 FCS 八位字

节）且其他格式正确的数据包。

• 内部 MAC 接收错误 - 在 LAG 或接口上接收的内部 MAC 错误。

• 校正误差 - 接收的具有校正误差的数据包。

• 接收的暂停帧数 - 在 LAG 或接口上接收的暂停帧数。

• 已发送的暂停帧数 - 在 LAG 或接口上传输的暂停帧数。

清除统计信息计数器的步骤：

• 单击清除接口计数器，将所选接口的所有计数器重置为 0。

• 单击清除所有接口计数器，将所有接口的所有计数器重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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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X EAP 统计信息

交换机端口可以配置为使用 IEEE 802.1X 可扩展鉴权协议 (EAP) 控制网络访问（请参阅 
802.1X）。您可以使用 802.1X EAP 页面显示在端口上接收的 EAP 数据包信息。

若要显示 802.1X EAP 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状态和统计信息 > 802.1X EAP。

步骤 1 选择要显示其统计信息的端口。

步骤  2 为统计信息选择刷新率。这些统计信息是自页面 后一次刷新以来累积的。

所选接口会显示以下信息：

• 已接收的 EAPOL 帧数 - 在该端口上接收的有效的局域网的可扩展鉴权协议 
(EAPOL) 帧数。

• 已发送的 EAPOL 帧数 - 在该端口上传输的 EAPOL 帧数。

• 已接收的 EAPOL 开始帧数 - 在该端口上接收的有效 EAPOL Start 帧数。

• 已接收的 EAPOL 注销帧数 - 在该端口上接收的 EAPOL Logoff 帧数。

• 已接收的无效 EAPOL 帧数 - 在该端口接收的不可识别的 EAPOL 帧数。

• 已接收的 EAP 长度错误帧数 - 在该端口上接收的具有无效数据包正文长度的 
EAPOL 帧数。

清除统计信息计数器的步骤：

• 单击清除接口计数器，将所选接口的所有计数器重置为 0。

• 单击清除所有接口的计数器，将所有接口的所有计数器重置为 0。

IPv6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统计信息

交换机可以配置为在 IPv6 接口上进行管理并且可以通过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v6) 
接收其管理 IPv6 地址。有关在管理界面上配置 IPv6 和 DHCP 的信息，请参阅 “管理

界面”。您可以使用 IPv6 DHCP 统计信息页面显示传输和接收的 DHCPv6 数据包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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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状态和统计信息 > IPv6 DHCP 统计信息。

为此页面选择刷新率。此页面将显示自页面 后一次刷新以来累积的下列统计信息。

• 已接收的 DHCPv6 通告数据包数

• 已接收的 DHCPv6 回复数据包数

• 丢弃的已接收 DHCPv6 通告数据包数

• 丢弃的已接收 DHCPv6 回复数据包数

• 已接收的 DHCPv6 畸形数据包数

• 已接收的 DHCPv6 数据包总数。

• 已传输的 DHCPv6 征求数据包数

• 已传输的 DHCPv6 请求数据包数

• 已传输的 DHCPv6 更新数据包数

• 已传输的 DHCPv6 重新绑定数据包数

• 已传输的 DHCPv6 释放数据包数

• 已传输的 DHCPv6 数据包总数。

单击清除计数器将计数器重置为 0。

RADIUS （远程用户拨入认证系统）统计信息

交换机可以配置为与 RADIUS 服务器通信来进行用户验证。若要显示 RADIUS 统计信
息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状态和统计信息 > RADIUS 统计信息。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 RADIUS 服务器并为此页面选择刷新率。此页面将显示自页面 后

一次刷新以来累积的下列统计信息。

• 访问请求 - 传输到 RADIUS 服务器的 “验证 - 请求”数据包数。

• 访问重发 - 重新发送到 RADIUS 服务器的 “验证 - 请求”数据包数。

• 访问接受 - RADIUS 服务器接受的 “验证 - 请求”数据包数。

• 访问拒绝 - RADIUS 服务器拒绝的 “验证 - 请求”数据包数。

• 访问质询 - 由 RADIUS 服务器发送至交换机的 “访问 - 质询”数据包数。

• 畸形访问响应 - RADIUS 服务器中的畸形回复数据包数。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21



查看统计信息

统计信息 2
 

• 无效验证方 - 包含无效的 “消息验证方”属性的 “验证 - 请求”数据包数。

• 待定请求 - 已向服务器发出但未收到回复的“验证 - 请求”数据包数。

• 超时 - 由于服务器没有响应而超时的 “验证 - 请求”数据包数。

• 未知类型 - 由交换机接收的未知类型的 RADIUS 数据包数。

• 已丢弃的数据包 - 交换机丢弃的 RADIUS 数据包数。

单击清除所有统计信息将计数器重置为 0。

统计信息

RMON 统计信息页面显示了关于数据包大小的详细信息和关于物理层错误的一些信

息。显示的信息基于 RMON 标准。

查看统计信息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状态和统计信息 > RMON > 统计信息。

步骤  2 选择要显示其统计信息的端口或 LAG。

步骤  3 为此页面选择刷新率。

所选接口会显示以下信息：

• 已接收的字节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八位字节。这一

数字包括坏数据包和 FCS 八位字节，但不包括帧位。

• 丢弃事件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在接口上丢弃的数据包次数。

• 接收的数据包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数据包数，包括坏

数据包、组播和广播数据包。

• 已接收的广播数据包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正常广播数

据包数。该数量不包括组播数据包。

• 接收的组播数据包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正常组播数据

包数。

• CRC 和校准错误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发生的 CRC 和校准错

误数。

• 过小数据包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大小不足（小于 64 
八位字节）的数据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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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大数据包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大小过大 （大于 
1518 八位字节）的数据包数。

• 分片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片段（小于 64 八位字节的数

据包，不包括帧位，但包括帧校验序列八位字节）数。

• 超时发送帧 - 接收的大于 1518 八位字节且在取样会话过程中出现 FCS 错误的

数据包数。

• 冲突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冲突数。

• 64 字节的帧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 64 字节的帧数。

• 65 至 127 字节的帧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包含 65-
127 字节的帧数。

• 128 至 255 字节的帧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包含 128-
255 字节的帧数。

• 256 至 511 字节的帧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包含 256-
511 字节的帧数。

• 512 至 1023 字节的帧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包含 
512-1023 字节的帧数。

• 1024 至 1518 字节的帧数 - 自交换机 后一次刷新以来，接口上接收的包含 
1024-1518 字节的帧数。

日志

交换机产生消息以识别系统状态，并帮助诊断在交换机运行期间出现的问题。当平台

上发生事件、故障或错误，以及配置发生更改时，都会产生相应的消息。

这些消息的日志存储于 RAM 和闪存中。与在 RAM 中的条目不同，闪存日志中存储的

条目不会在平台重新启动后丢失。

若要访问日志菜单项目，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状态和统计信息 > 查看日志。日志菜单

包括以下页面：

• RAM 内存日志

• 闪存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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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 内存日志

使用 RAM 内存页面可查看有关特定 RAM （缓存）日志条目的信息，包括输入该日志

条目的时间、日志严重性和日志描述。

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状态和统计信息 > 查看日志 > RAM 内存。

注 如果表中包含的条目达到 大数量，则显示此页面可能需要 45 秒钟时间。

“内存日志表”包含以下字段：

• 日志索引 - 日志条目的编号 ID。

• 日志时间 - 该日志输入到 “RAM 日志表”中的时间。

• 严重程度 - 日志严重性可以为以下其中之一：

- 紧急 (0) - 系统无法使用。

- 警报 (1) - 必须立即执行操作。

- 严重 (2) - 严重情况。

- 错误 (3) - 错误情况。

- 警告 (4) - 警告情况。

- 注意 (5) - 用于正常但重要的情况。

- 信息 (6) - 用于信息性消息。

- 调试 (7) - 提供关于事件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使用日志设置页面选择日志中记录的严重性级别。

• 组件 - 生成日志条目的软件组件或服务。

• 说明 - 日志说明。

您可以单击清除日志删除 RAM 中的所有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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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存日志

“日志文件”包括特定日志条目的信息，包括输入该日志的时间、日志严重性和日志描

述。系统可支持多种日志类型，并且系统可存储每种类型的三个版本。

查看 “闪存”日志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状态和统计信息 > 查看日志 > 闪存。

步骤  2 从列表中选择一种日志类型：

• 默认 - TBD

• 启动 - 包括系统重新启动过程中创建的日志条目。

• 运行 - 包括系统运行过程中创建的日志条目。

步骤  3 选择一个日志版本进行显示。

“版本 1”是当前或 新创建的日志文件，“版本 2”是 新日志文件的前一个日志文

件，“版本 3”是 旧的日志文件。创建指定类型的新日志时，“版本 3”就会被删除，

并且 “版本 1”和 “版本 2”会被分别重新命名为 “版本 2”和 “版本 3”。

选择不同的版本和日志时，新的日志会自动显示在 “闪存日志表”中。如果表中包含

大数量的条目，则显示此页面可能需要 45 秒钟时间。

“闪存日志表”包含以下字段：

• 日志索引 - 日志条目的编号 ID。

• 日志时间 - 该日志创建到 “闪存表”中的时间。

• 严重程度 - 日志严重性可以为以下其中之一：

- 警报 (1) - 必须立即执行操作。

- 严重 (2) - 严重情况。

- 错误 (3) - 错误情况。

- 警告 (4) - 警告情况。

- 注意 (5) - 用于正常但重要的情况。

- 信息 (6) - 用于信息性消息。

- 调试 (7) - 提供关于事件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使用日志设置页面选择日志中记录的严重性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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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件 - 生成日志条目的软件组件。

• 说明 - 日志说明。

注 您可以单击清除日志删除闪存中的所有日志条目。您可以单击备份日志打开下载 / 备份
配置 / 日志页面，在此页面中您可以使用 TFTP 或 HTTP 备份该日志文件到 TFTP 服务

器或网络的某个位置。有关详情，请参阅“备份配置文件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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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本章介绍了如何配置全局系统设置和执行诊断。

其中包含以下主题：

• 配置系统设置

• 管理界面

• 管理用户帐户

• 启用管理服务

• 配置空闲会话超时

• 登录会话

• 登录历史记录

• 时间设置

• 系统日志

• 文件管理

• 重新启动交换机

• Ping 主机

• 配置控制数据包转发

• 诊断

• 启用 Bonjour

• LLDP-MED （链路层发现协议 - 媒体终端发现）

• 配置 DHCP 客户端供应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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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系统设置

在系统设置页面中，您可以配置能够识别网络内交换机的信息。

配置系统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系统设置。

“系统说明”在固件中属于硬编码形式。

步骤  2 输入参数：

• 系统位置 - 有关交换机实际位置的说明。

• 系统联系人 - 交换机的联系人。

• 主机名 - 对此受管节点人为分配的名称。按照惯例，这是节点完全合格的域名。

默认主机名为“交换机”，与交换机 MAC 地址的 后 6 个十六进制字符连接。

主机名标签仅包含字母、数字和连字符。主机名标签不能以连字符开头或结

尾。不允许使用其他符号、标点符号字符或空格。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管理界面

通过交换机管理界面，可从网络中的管理工作站访问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

交换机支持对管理 VLAN （可将管理流量从交换机上的其他流量中分离出来）的配置。

管理界面可通过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进行配置。这些地址可以静态配置，也可以通

过 DHCP/BOOTP （自举协议）服务器来获得。

有关管理 > 管理接口菜单中可用配置页面的详情，请参阅以下主题：

• 配置 IPv4 管理界面

• 配置 IPv6 管理界面

• 查看和添加 IPv6 邻居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28



管理

管理界面 3
 

配置 IPv4 管理界面

您可以使用 IPv4 接口页面来配置管理 VLAN 和 IPv4 地址。

配置 IPv4 管理界面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管理 > IPv4 接口。

步骤  2 从列表中选择管理 VLAN。

端口必须为管理 VLAN 的成员才可获取访问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的权限。

默认情况下，VLAN 1 将配置作为管理 VLAN，并且所有交换机端口将配置作为 VLAN 1 
的成员。

至少必须有一个端口为管理 VLAN 的成员。成员端口列表显示了选定管理 VLAN 的所

有当前成员。

请注意，当更改管理 VLAN 时，必须将先前管理 VLAN 中的所有成员重新分配到新 
VLAN，才能够继续拥有其管理访问权限。

步骤  3 为 “IP 地址类型”选择以下其中一个选项：

• DHCP - 管理界面从 DHCP 服务器中获得其 IPv4 地址。

• BOOTP - 管理界面从 BOOTP 服务器中获得其 IPv4 地址。

• 静态 - IP 地址字段中分配的管理界面 IPv4 地址。

默认情况下，系统将启用 DHCP，并且交换机从 DHCP 服务器请求 IP 地址。如果

无法从服务器获得 IP 地址，交换机将返回到出厂默认静态 IP 地址。在此情况下

系统 LED 会不断闪烁。交换机会不断尝试从 DHCP 服务器获得其 IP 地址。出厂

默认静态 IP 地址为 192.168.1.254/24，默认网关为 192.168.1.1。

如果 “IP 地址类型”设置为 “静态”，指定以下选项：

- IP 地址 - 输入 IPv4 地址。

- Mask - 输入一个 32 位网络掩码，例如 255.255.255.0。
或者选择前缀长度，并指定组成网络前 （例如 24）的位数 
(0 – 32)。

- 默认网关 - 选择用户定义并为管理数据包指定默认网关 IP 地址。

或者选择无以防止管理数据包在子网以外进行传输。

• 运行默认网关 - 当前使用的默认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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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
注意 更改管理 IP 地址和“IP 地址类型”可终止当前的管理会话。更改“管理 VLAN”及其

端口成员关系会干扰与交换机的通信，因而可能终止当前的管理会话。

配置 IPv6 管理界面

使用 IPv6 接口页面可启用通过 IPv6 访问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的权限。您

可以配置交换机来动态获取其 IPv6 地址，也可以静态配置 IPv6 地址。

启用 IPv6 管理访问权限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管理接口 > IPv6 接口。

步骤  2 配置以下设置：

• IPv6 模式 - 选择启用 IPv6 管理访问权限。

• IPv6 地址自动配置 - 选择让交换机以 EUI-64 格式自动配置其链路本地地址，对

于地址的链路本地部分将使用端口的 MAC 地址。交换机通过侦听路由器通告来

检测和自动配置地址的全局部分。

• DHCPv6 - 选择让交换机从 DHCPv6 服务器获取其 IPv6 地址。

• IPv6 网关 - 输入 IPv6 路由器的链路本地地址，其中交换机将会发送指定到子网

以外设备的 IPv6 数据包。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可以单击取消来清除更改。

添加 IPv6 地址

“IPv6 地址表”列出了交换机中当前配置的静态地址。其中包含以下字段：

• 地址 - IPv6 全局地址格式的 IPv6 地址。

• DAD 状态 -“重复地址检测”状态。如果您在交换机中配置了 IPv6 地址，交换

机在实际分配地址之前，将执行邻居发现功能来检测该地址是否已在网络中使

用。

- 如果该地址已在使用，其 DAD 状态则为 “真”，并且该地址对管理访问不

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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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发现该地址为唯一，其 DAD 状态则为 “假”，并且该地址可用于管理

访问。

可以配置多个 IPv6 地址。每个地址应具有不同的前 ，这样便可从不同子网上的管理

站中管理交换机。如果到一个子网的路由失败，则可以从其他子网管理交换机。

添加静态 IPv6 地址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添加，

步骤  2 输入 IPv6 地址，后接斜线 (/) 和前 长度。

步骤  3 如果地址符合 EUI-64 格式，请选中 EUI-64，其中前三个到五个八位字节为组织唯一

标识符 (OUI)，其余八位字节为唯一分配的地址。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IPv6 默认路由器表

当启用 IPv6 管理时，交换机将使用 IPv6 邻居发现流程来识别用来与本地 IPv6 子网之

外的设备进行通信的默认路由器。 IPv6 网络中的默认路由器与 IPv4 网络中的默认路由

器在功能上是相似的。

“IPv6 默认路由器表”列出了每个 IPv6 管理地址的默认路由器 IP 地址。默认路由器

地址由子网中 IPv6 接口的链路本地地址组成。

查看和添加 IPv6 邻居

当启用 IPv6 管理时，交换机可以识别附加链路上启用 IPv6 的设备。交换机可支持发

现 多 1,000 个动态 IPv6 邻居并支持 IPv6 邻居的静态配置。

IPv6 邻居页面列出了动态发现的邻居和静态配置的邻居，并能够添加静态主机。

若要查看 “IPv6 邻居表”，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管理接口 > Pv6 邻居。

“IPv6 邻居表”显示了每个动态条目的以下字段：

• IPv6 地址 - 邻居的 IPv6 地址。

• MAC 地址 - 邻居的 MAC 地址。

• 状态 - 邻居的状态。以下为动态条目的状态：

- 可达 - 在预先配置的时间间隔内，收到了到邻居的转发路径正常运行的确

认。不过在“可达”状态下，设备在数据包发送时不会采取任何特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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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 - 自上次收到转发路径正常运行的确认之后，经过的时间已超过预先配

置的间隔时间

• 更新后的老化时间 - 自向缓存添加条目之后经过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 类型 - 邻居发现缓存信息条目类型 （静态或动态）。

可以单击清除动态邻居来清除表中内容。

添加静态 IPv6 邻居

交换机 多支持 16 个静态 IPv6 邻居条目。添加静态邻居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添加，

步骤  2 输入一个 IPv6 全局地址 （不包括前 长度）。

步骤  3 输入邻居的 MAC 地址。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管理用户帐户

默认情况下，交换机中配置了一个管理用户：

• 用户名：cisco

• 密码：cisco

您可以使用用户帐户页面来配置其他 多五个用户，并能够更改用户密码。

添加用户

添加新用户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用户帐户。

“用户帐户表”显示了当前配置的用户。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输入一个介于 1 到 32 个字母数字字符间的用户名。用户名仅允许使用数字 0-9 和字

母 a-z （大写或小写）。

步骤  4 输入一个介于 1 到 64 间的字符 （具体取决于 “密码强度”设置）并确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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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输入密码时，竖条的数量和颜色会发生变化来指示密码强度，如下所示：

• 红色 - 密码无法满足 低复杂性要求。强度计的右侧会显示文本低于最低要求。

• 橙色 - 密码能够满足 低复杂性要求，但是密码强度较弱。强度计的右侧会显示

文本弱。

• 绿色 - 密码较强。强度计的右侧会显示文本强。

“应用”按钮在强度计为橙色和确认密码之前不可用。

在添加用户时，您可以临时禁用密码强度检查功能以便允许配置无法满足强度检查条

件的密码。单击禁用密码强度规则，然后在显示警告时单击确定。

若要对所有用户禁用密码强度检查功能，或配置其特性，请使用密码强度页面。

步骤  5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更改用户密码

更改用户密码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用户帐户。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用户，并单击编辑。

步骤  3 输入一个介于 1 到 64 间的字符 （具体取决于 “密码强度”设置）并确认密码。

当输入密码时，竖条的数量和颜色会发生变化来指示密码强度。红色条指示密码较

弱、橙色条指示密码较强，绿色条则指示 强密码级别。

在更改密码时，您可以临时禁用密码强度检查功能以便允许配置无法满足强度检查条

件的密码。单击禁用密码强度规则，然后在显示警告时单击确定。

若要对所有用户禁用密码强度检查功能，或配置其特性，请使用密码强度页面。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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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用户

您可以删除除默认用户 （通常用户 ID 为 cisco）以外的所有用户。

若要删除用户，在 “用户帐户表”中选择该用户名并单击删除。

启用管理服务

使用管理服务页面能够配置到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的 HTTP 连接的 TCP 
端口号。

HTTP 连接的默认端口号为众所周知的 IANA 端口号 80。配置不同 HTTP 端口号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管理服务。

步骤  2 输入要使用的逻辑端口号，可用值为 1025 到 65535。默认值为端口 80。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空闲会话超时

如果在指定时间段内没有活动，软件会自动将用户从管理接口注销。用户必须在超时

之后重新验证。

您可以使用空闲会话超时页面来配置超时间隔。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

击管理 > 空闲会话超时。

HTTP 会话的不活动超时间隔可为 1 到 60 分钟。默认值为 10 分钟。

如果更改了值，请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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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会话

登录会话页面显示了活动的管理登录会话。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

理 > 登录会话。

该页面列出了每个当前登录用户的以下信息：

• 用户名 - 用户用来登录的名称。

• 连接来自 - 主机的 IP 地址。

• 空闲时间 - 自此用户上一活动之后经过的时间。

• 会话事件 - 自此用户登录之后经过的时间。

• 会话类型 - 管理会话使用的协议 （HTTP）。

登录历史记录

您可以使用登录历史页面来显示先前登录到管理软件的数据。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

导航窗口中单击 IP 配置 > 登录历史。

此页面显示了以下字段：

• 登录时间 - 用户登录的时间。

• 用户名 - 用户用来登录的名称。

• 协议 - 用户对配置软件所使用的协议 （HTTP、 Telnet、 Serial、 SSH 或 
SNMP）。

• 位置 - 主机的 IP 地址。

时间设置

系统时钟用来为交换机软件事件 （例如消息日志）提供网络同步的时间戳服务。可以

手动配置系统时钟，或者将交换机配置为简单网络时间协议 (SNTP) 客户端 （可从服

务器获取时钟数据）。

有关 “管理” > “时间设置”菜单中可用配置页面的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设置系统时间

• 配置 SNTP 设置

• 配置 SNTP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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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系统时间

使用系统事件页面可手动设置系统时间，或者将系统配置为从 SNTP 服务器获取其时

间设置。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时间设置 > 系统事件。

默认情况下，时间在交换机上本地配置。

注 实际系统时间、日期、时区信息以及夏时制状态会显示在该页面的底部。

从本地指定时钟设置

从本地配置时间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系统事件页面，选择使用本地设置。

步骤  2 如果想要交换机从 DHCP 服务器获取其时区，请选择时区源 - DHCP。

步骤  3 如果想要交换机从您用来访问该交换机的计算机中检索时间设置，则选择从计算机设置

日期 / 事件。

或者清除该字段，并配置以下时间设置：

• 日期 - 以 mm/dd/yyyy 格式输入日期，例如 01/01/2010 表示 2010 年 1 月 1 日。

• 本地时间 - 以 HH:mm:ss 格式输入当前时间，例如 22:00:00 表示晚上 10 点。

（如果时间是 24 小时制格式，提示文本会显示 HH，或者如果时间是 12 小时制

格式，则显示 hh。）

• GMT 时区偏移量 - 选择本地时区和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GMT) 之间相差的小时和

分钟数。

步骤  4 在时区缩字段中，指定一个 多四个字符的可选缩写词来识别配置的设置。该字段仅供

参考。

步骤  5 如果您所在的时区适用夏令时，选择夏令时可配置夏时制 (DST) 设置。选择之后，配

置以下字段：

• 美国 / 欧洲 / 其他 - 选择“美国”或“欧洲”可将 DST 时差配置为适用于这些地

区的值。或者选择其他手动配置这些设置。当手动配置时，可以将设置配置为

仅适用于下一个 DST 期间，也可以配置循环设置。

• DST 时区缩 - 指定一个 多四个字符的可选缩写词来识别配置的设置。该字段

仅供参考。

• 时间设置偏移量 - 指定当 DST 开始时要将时钟调快的分钟数。

• 自 / 至 - 指定 DST 开始与结束的日期和时间。

• 循环 - 在每年 DST 开始和结束时可通过选择一周中的某天和一年中的周数来选

择指定循环 DST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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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将交换机配置为 SNTP 客户端

通过配置交换机 SNTP 设置，您也可以将交换机配置为从 SNTP 服务器获取时间。

将交换机配置为从 SNTP 服务器获取时间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系统事件页面，选择使用 SNTP 服务器。

步骤  2 配置交换机的 SNTP 客户端操作模式：

• 单播 - 将交换机配置为仅向配置的单播 SNTP 服务器发送单播 SNTP 请求。必

须至少添加一个单播 SNTP 服务器才可启用此功能。

• 广播 - 将交换机配置为从来自 SNTP 服务器的 SNTP 消息广播获取其时间设置。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步骤  4 使用 “配置 SNTP 设置”和 “配置 SNTP 验证”可配置其他 SNTP 设置，例如轮询

时间间隔、单播服务器地址以及交换机访问 SNTP 服务器所需的身份验证信息。

配置 SNTP 设置

交换机支持简单网络时间协议 (SNTP)。 SNTP 可确保将网络设备时间同步准确至毫秒。
时间同步是由网络 SNTP 服务器来执行的。交换机仅能充当 SNTP 客户端，不能向其他
系统提供时间服务。

若要显示 “SNTP 设置”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时间设置 > SNTP 设置。

配置 SNTP 设置

步骤 1 请确保在系统事件页面选中 “使用 SNTP 服务器”选项，并根据需要选择 “单播”

或 “广播”模式。

步骤  2 在 SNTP 设置页面，配置以下选项：

• 客户端端口 - 交换机中 SNTP 客户端要使用的逻辑端口号。默认值为此服务公
认的 IANA 端口号 123。

• 单播轮询间隔 - 交换机向 SNTP 服务器发送同步消息的相对速率。该字段仅在
选中 “SNTP 单播接收”时才可编辑。请输入 3 到 16 之间的值。实际间隔
（以秒为单位）是指定值的平方；例如您输入 4，则轮询时间间隔为 1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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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查看活动服务器属性和全局参数

SNTP 设置页面显示了 SNTP 服务器（交换机 近从该服务器获取了时间设置）的以

下属性 （如果有）。此页面也可以显示全局 （不可配置）参数。

活动服务器：

• 服务器主机地址 - S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 服务器类型 - 服务器使用的 IP 协议版本 （IPv4 或 IPv6）。

• 服务器层级 - 可识别 SNTP 服务器距参考时钟距离的服务器层级。

• 服务器参考 Id - 可识别该服务器所使用参考时钟的 32 位代码。

• 服务器模式 - 服务器运行时所采用的模式：

- 单播 - SNTP 服务器从 SNTP 客户端侦听单播请求。

- 广播 - SNTP 服务器定期向 SNTP 客户端发送广播消息。

- 保留 - 尚未从 SNTP 服务器收到响应。当从服务器收到响应时，该模式将被

其中一个有效状态 （广播或单播）覆盖。

全局参数：

• SNTP 客户端版本 - 交换机所支持的 高 SNTP 协议版本。

• 最近更新时间 - 收到 新 SNTP 更新的时间。

• 最近单播尝试时间 - 交换机 近一次尝试与 SNTP 单播服务器同步的时间。

• 客户端模式 - 配置的 SNTP 客户端模式 （单播或广播）。请参阅 “设置系统时

间”来配置此模式。

• 服务器最大条目数 - 可在交换机中配置的服务器 大数量。

• 服务器当前条目数 - 系统中当前配置的 SNTP 服务器数目，如 “单播 SNTP 服
务器表”中所列。

• 广播数 - 交换机已从 SNTP 服务器接收到的 SNTP 广播数据包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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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和修改 SNTP 服务器

“单播 SNTP 服务器表”对您配置的每个 SNTP 服务器显示了以下信息：

• SNTP 服务器 - S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验证密钥 ID - 与 SNTP 服务器通信所需的加密密钥。

• 最近尝试时间 - 交换机 近一次尝试与 SNTP 单播服务器同步的时间。

• 状态 - SNTP 服务器的运行状态。可能的值包括：

- 成功 - 客户端能够从该服务器获得时间。

- 请求超时 - 客户端请求超时。

- 错误的日期 - 从服务器接收到的错误日期格式。

- 不支持的版本 - 服务器不支持交换机中配置的 SNTP 版本。

- 未同步 - 交换机时间与服务器不同步。

- 拒绝 - SNTP 服务器已使用无效数据包进行响应，由于流量峰值或其他错误

情况而要求交换机停止向服务器发送请求。

- 其他 - 无法确定状态。

• 最近响应 - 上次从 SNTP 服务器收到响应的时间。

• 版本 - 服务器使用的 SNTP 协议版本。

• 端口 - 协议端口号 （123 为 SNTP 公认的端口号）。

• 轮询模式 - 是否将交换机配置为向此服务器发送 SNTP 请求 （“已启用”或

“已禁用”）。

• 单播请求总数 - 交换机向单播服务器发送的同步请求总数。

若要编辑服务器的设置，选中复选框以选择该服务器，然后单击编辑。若要删除服务

器，选中复选框以选择该服务器，然后单击删除。若要添加新服务器，单击添加，然后

输入设置，如下所述。

添加 SNTP 服务器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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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输入参数：

• SNTP 服务器 - 输入 IPv4 地址或域名。若要使用域名，请确保在交换机中启用

了 DNS 服务 （请参阅 “域名系统”）。

• 验证密钥 - 在与 SNTP 服务器通信时如果需要身份验证，请选择启用。

• 验证密钥 ID - 如果使用身份验证，则从列表中选择“验证密钥 ID”。有关配置验

证密钥的信息，请参阅“配置 SNTP 验证”。

• 轮询模式 - 选择启用可允许交换机向此服务器发送请求。

• 端口 - 指定要在 SNTP 消息标题中指定的 UDP 端口号。默认情况下，该端口号

为公认的 IANA 值 123。

• 版本 - 指定服务器支持的 高 SNTP 版本 (1 – 4)。

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 SNTP 验证

使用 SNTP 验证页面可配置加密密钥，其中包含交换机用来对 STNP 服务器进行身份

验证的识别信息。也可以使用此页面来启用 SNTP 验证服务。

在定义交换机所能使用的 SNTP 服务器时，您可以指定服务器是否使用身份验证，以及

使用哪个验证密钥。

注 在启用 SNTP 验证之前，必须至少配置一个可靠的验证密钥。否则，系统将显示 “未

能启用 SNTP 验证”消息。

配置验证密钥并启用此服务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时间设置 > SNTP 验证。

“SNTP 验证表”可显示当前配置的每个验证密钥，以及该密钥当前是否已启用作为

可靠密钥。

步骤  2 选择启用可要求交换机在同步 SNTP 服务器的时间之前对其进行身份验证。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步骤  4 在 “SNTP 验证表”中，单击添加可向列表添加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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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输入参数：

• 验证密钥 ID - 密钥编号。在定义系统中的 SNTP 服务器时，您可以指定该服务

器使用哪一密钥进行身份验证。

• 验证密钥 - 密钥的值。该值是用来对进出服务器的 SNTP 消息进行加密和解密

的加密密钥。

• 可信任密钥 - 表示该密钥是否为可靠密钥。只有可靠密钥才可使用。必须至少

配置一个可靠密钥才可启用 SNTP 验证服务。

密钥仅用于单播 SNTP 服务器。只有密钥作为可靠密钥启用时才能用来对 SNT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如果交换机中配置的密钥被指定为不可靠，则无法使用。

管理员能够添加不可靠的密钥，使其在其他时间可用。

步骤  6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系统日志

交换机可以生成消息以响应配置中的事件、故障、错误、更改以及其他情况。这些消息

会被本地存储在系统内存中，并转发至一个或多个集中收集点，以便用于监控或长期

存档。

有关 “管理” > “系统日志”菜单中可用配置页面的详情，请参阅以下主题：

• 配置日志设置

• 配置远程日志服务器

配置日志设置

使用日志设置页面可全局启用日志，并定义哪些事件类型可被记录到临时存储器 
(RAM) 和永久性存储器（闪存）。闪存中的日志消息可在重新启动之后依然保留。当

日志已满时，系统将自动删除 早的事件并以新条目替换。

配置日志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系统日志 > 日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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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启用要在系统中执行的日志类型的步骤：

• 日志聚合 - 当启用时，该功能会将多个相同类型的日志合并到一个日志消息中。

如果在配置的时间间隔内连续收到两个或更多相同的日志消息，那么这些消息

将被汇总到一个日志消息中。

• 日志聚合间隔 - 如果启用 “日志聚合”，请指定时间间隔 （以秒为单位）。在

此时间间隔内收到的连续消息将被汇总到一个日志消息中。间隔范围为 15 到 
120 秒。

• RAM 内存记录 - 选择在 RAM 中启用日志。

• 闪存记录 - 选择在闪存中启用日志。

• 闪存日志大小 - 输入闪存日志中可存储的日志消息 大数量。

步骤  3 启用要对每个日志类型记录的事件严重性级别。下面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列出了事件的

严重性级别：

• 紧急 - 系统无法使用。

• 警报 - 需要执行操作。

• 严重 - 系统处于高危状态。

• 错误 - 系统出错。

• 警告 - 系统已发出警告。

• 注意 - 系统能够正常工作，但系统已发出通知。

• 信息 - 设备信息。

• 调试 - 提供关于事件的详细信息。

注：如果您选择了严重性级别，系统会自动选择记录属于或高于该级别的事件。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42



管理

文件管理 3
 

配置远程日志服务器

可以定义一个或多个远程日志服务器，交换机会向其发送系统日志消息。使用远程日志
服务器页面可定义日志服务器，并设置要发送到服务器的日志事件的严重性级别。

启用系统日志操作并配置远程日志服务器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远程日志服务器。

步骤  2 对于 “系统日志记录”模式，单击启用，然后配置以下设置：

• 设备 - 从可识别此交换机中系统日志消息分类的列表中选择一个值。这些值

（本地 0 至本地 7）的含义由网络管理员来确定。

• 本地端口 - 指定交换机的 IANA 端口号。默认值为系统日志协议的公认端口

号 514。

步骤  3 在 “远程日志服务器表”中，单击添加。

步骤  4 输入参数：

• 日志服务器 - 向其发送日志的服务器的 IPv4 地址或主机名。

• UDP 端口 - 远程服务器用于系统日志协议的逻辑 UDP 端口号。默认值为公认的 
IANA 系统日志端口号 514。

• 最低严重程度 - 只有满足或超过此严重性级别的项目才会发送到远程服务器。

有关严重性级别的说明，请参阅 “配置日志设置”。

步骤  5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文件管理

您可以使用文件管理功能来升级或备份固件、更新语言文件、保存配置更改、在交换

机内复制配置文件以及设置自动配置功能。

注 如果正在对交换机进行任何下载或上传操作，则在传输完成之前系统将阻止对该交换

机的所有管理访问权限，从而保护交换机免遭任何未知更改。

有关 “管理” > “文件管理”菜单中可用配置页面及相关任务的详情，请参阅以下主

题：

• 升级和备份固件及语言文件

• 下载与备份配置及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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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配置

• 复制和保存配置文件

• DHCP 自动配置

• 通过 HTTP 进行固件恢复

文件和文件类型

在交换机上可以找到以下类型的配置和工作文件：

• 运行配置 - 当前交换机运行所使用的参数。在使用某个配置界面更改参数值后，

用户只能修改此文件类型，并且必须手动保存为其他文件类型 （例如启动配

置）才可保证在重新启动之后仍然保留。

如果重新启动交换机，运行配置会丢失。重新启动交换机后，会将存储在闪存中

的启动配置复制到存储在 RAM 中的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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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值。

启动配置保留在闪存中，并且在每次交换机重新启动时都会保留。交换机重新

启动时，会将启动配置复制到 RAM 并将其作为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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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像配置、启动配置或运行配置复制到备份配置文件。备份配置存放在闪存中，

并且当设备重新启动时会保留。

• 镜像配置 - 在下述情况下，由交换机创建的启动配置副本：

- 交换机已连续工作 24 小时。

- 在过去的 24 小时内已对运行配置进行了配置更改，但尚未保存。

只有交换机能够将启动配置复制到镜像配置。但是，您可以将镜像配置的内容

复制到其他文件类型或其他设备。

• 固件 - 操作系统，更多时候被称为映像。

• 启动代码 - 控制基本系统启动及启动固件映像。

• 语言文件 - 允许以选择的语言显示窗口的字典。

• 闪存日志 - 存储在闪存中的系统日志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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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和备份固件及语言文件

您可以使用升级 / 备份固件 / 语言页面执行以下操作：

• 通过从服务器下载新映像来升级固件。

• 通过从服务器下载新启动文件来升级启动代码。

• 通过从服务器下载新文件来更新语言文件。语言文件决定了基于 Web 的交换机

配置实用程序的语言选项。在登录时可以选择显示语言。

• 将固件映像备份至服务器。

英文始终为默认语言。

注 您还可以备份或恢复配置文件。有关详情，请参阅 “下载与备份配置及日志文件”。

升级或备份固件，或者更新启动代码或语言文件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文件管理 > 升级 / 备份固件 / 语言。

步骤  2 输入参数：

• 传输方式 - 选择文件传输要使用的协议 （TFTP 或 HTTP），该协议与您正下载

到或上传自的服务器类型对应。

• 保存操作 - 选择升级可将文件下载到交换机，或者选择备份将文件从交换机复制

到服务器。

• 文件类型 - 选择要升级或备份的文件类型 （仅能备份固件映像）：

- 固件映像 - 控制所有交换机功能和接口的软件。

- 启动代码 - 控制初始系统启动的软件。

- 语言包摘要 - 使系统界面能够显示由用户在登录页面所指定语言的文件。

• IP 版本 （仅限 TFTP） - 选择要用于升级的互联网协议的版本。请确保服务器

支持选定的版本。或者选择 DNS 来输入服务器名称而非 IP 地址。若要使用 
DNS 名称，请确保在交换机中配置了 DNS 服务器（请参阅“DNS 服务器”页

面）。

• TFTP 服务器 （仅限 TFTP） - 指定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者，如果选择 
DNS 作为 IP 版本，则指定服务器名称。

• 源文件名 - 对于通过 TFTP 进行的升级，输入文件名，包括路径。对于通过 
HTTP 进行的升级，从计算机中浏览并选择文件。

• 目标文件名 - 对于通过 TFTP 进行的备份，输入文件名，包括路径。对于通过 
HTTP 进行的备份，不会显示该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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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应用可开始升级或备份。进度条可指示文件传输的状态。典型映像传输 
5-6 分钟即可完成。

警告 在向交换机下载映像或启动代码文件时，请确保该交换机电源保持不中断。如果在下载

文件时发生断电现象，永久性存储器中的文件内容将会丢失。

如果在下载启动代码文件时发生停电现象，交换机则无法启动。请联系思科精睿支持

中心获得帮助。

如果在下载映像时发生停电现象，则无法加载映像，但是启动加载器将继续运行。有关

下载工作映像的说明，请参阅 “通过 HTTP 进行固件恢复”。

下载与备份配置及日志文件

您可以使用下载 / 备份配置 / 日志页面将保存的配置文件下载到交换机以恢复先前保

存的设置，或者将当前的配置文件备份到网络位置。也可以使用这些页面来备份日志

文件。

• 下载配置文件以恢复设置

• 备份配置文件和日志

下载配置文件以恢复设置

将配置文件下载到交换机以恢复先前备份文件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文件管理 > 下载 / 备份配置 / 日志。

步骤  2 选择传输方式 （HTTP 或 TFTP）。

步骤  3 对于保存操作，选择升级可下载您在下面指定的文件。

步骤  4 输入以下参数：

• IP 版本 （仅限 TFTP） - 选择要用于升级的互联网协议的版本。请确保服务器

支持选定的版本。或者选择 DNS 来输入服务器名称而非 IP 地址。若要使用 
DNS 名称，请确保在交换机中配置了 DNS 服务器 （请参阅 DNS 服务器页

面）。

• TFTP 服务器 （仅限 TFTP） - 指定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者，如果选择 
DNS 作为 IP 版本，则指定服务器名称。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46



管理

文件管理 3
 

• 源文件名 - 对于 TFTP，指定文件名，包括路径。对于 HTTP，从计算机中浏览

并选择文件。

• 目标文件类型 - 选择以下其中一个选项：

- 启动配置 - 如果指定的配置文件有效，那么其将替代当前的启动配置文件。

当您重新启动时，该文件将为活动配置文件。

- 备份配置 - 指定的文件将替代当前的备份配置文件。

步骤  5 单击应用可开始升级。进度条可指示升级的状态。

!
注意 在向交换机下载配置文件时，请确保该交换机电源保持不中断。如果在下载配置文件

时发生断电现象，该文件将会丢失，并且必须重新启动该过程。

备份配置文件和日志

备份配置文件或日志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文件管理 > 下载 / 备份配置 / 日志。

步骤  2 选择 “传输方式”（HTTP 或 TFTP）。

步骤  3 对于保存操作，选择备份。

步骤  4 输入参数：

• IP 版本（仅限 TFTP） - 选择要用于升级的互联网协议的版本。请确保服务器支

持选定的版本。或者选择 DNS 来输入服务器域名而非 IP 地址。若要使用 DNS 名
称，请确保在交换机中配置了 DNS 服务器（请参阅 DNS 服务器页面）。

• TFTP 服务器 （仅限 TFTP） - 指定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者，如果 DNS 
被选择作为 IP 版本，则指定服务器域名。

• 目标文件名（仅限 TFTP） - 为保存的文件指定名称，包括 TFTP 服务器中的路

径。

• 源文件类型 - 选择配置文件类型：

- 运行配置 - 当前的配置，包括当前管理会话中所应用的任何更改。

- 启动配置 - 保存到闪存的配置文件。该文件不包括 RAM 中已应用但尚未保

存到交换机的任何配置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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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配置 - 交换机中保存以便用于备份的其他配置文件。管理员可以将备份

配置文件复制到启动配置文件类型，然后重新启动交换机来使用备份配置文

件。

- 镜像配置 - 如果运行配置在至少 24 小时内未进行修改，则会将其自动保存

为镜像配置文件类型，并生成一则严重性级别为警报的日志消息，表示新的

镜像文件可用。该功能使管理员能够在将先前版本的配置文件保存为启动配

置文件类型之前查看该配置文件，或将镜像配置文件类型复制为其他配置文

件类型。如果重新启动交换机，镜像配置则被重置为出厂默认参数。

- 闪存日志 - 保存到闪存中的事件日志。

- 运行日志 - 在交换机 RAM 中但尚未保存到闪存中的事件日志。

- 启动日志 - 启动消息的日志。

步骤  5 单击应用。

对于 HTTP 备份，系统将提示您浏览到某一位置来保存文件。进度条可指示文件传输

的状态。

删除配置

在删除配置页面中，您可以删除启动配置或备份配置。如果同时删除了启动和备份配

置文件，在交换机重新启动时将使用默认的配置文件。

删除启动或备份配置文件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文件管理 > 删除配置。

步骤  2 选择启动配置或备份配置文件类型。

步骤  3 单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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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和保存配置文件

在复制 / 保存配置页复制 / 保存配置统内复制文件。例如，可以将备份配置文件复制到

启动配置文件，这样下次当您启动交换机时便可以使用该文件。

将文件复制到启动或备份配置文件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文件管理 > 复制 / 保存配置。

步骤  2 选择源文件名：

• 运行配置 - 当前的配置，包括当前管理会话中所应用的任何更改。

• 启动配置 - 交换机上次启动时使用的配置文件类型。这不会包含已应用但尚未

保存到交换机的任何配置更改。

• 备份配置 - 交换机中保存的备份配置文件类型。

• 镜像配置 - 如果运行配置在至少 24 小时内未进行修改，则会将其自动保存为镜

像配置文件类型，并生成一则严重性级别为警报的日志消息，表示新的镜像配

置文件可用。当交换机在使用启动或备份配置文件类型启动出现问题时可以使

用镜像配置文件。在此类情况下，管理员可将镜像配置复制到启动或备份配置

文件类型并重新启动。

步骤  3 对于 “目标文件名”，选择您正在复制的文件将要覆盖的文件类型：

• 启动配置 - 交换机上次启动时使用的配置文件类型。这不会包含已应用但尚未

保存到交换机的任何配置更改。

• 备份配置 - 交换机中保存的备份配置文件类型。

步骤  4 单击应用可开始复制过程。

完成后，窗口将显示消息 “复制操作成功完成”。

DHCP 自动配置

交换机支持通过 DHCP 进行的自动配置，从而促进配置部署和升级。如果启动过程中

在设备存储中找不到配置文件或者有较新的配置文件可供下载，此功能可自动配置交

换机。

注 自动配置功能取决于网络中其他设备的适当配置，包括 DHCP 或 BOOTP 服务器、

TFTP 服务器，以及 DNS 服务器 （如果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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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启动期间，交换机试图与 DCHP 服务器通信以获取其 IP 地址和其他信息。如果启用

了自动配置，交换机也可能会下载启动配置文件，具体取决于 TFTP 服务器以及交换

机从 DHCP 服务器收到的启动配置文件名。默认情况下将启用自动配置。

当交换机在启用自动配置的情况下重新启动且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将启动 DHCP 自
动配置：

1. 从 DHCP 服务器收到有关 TFTP 服务器和启动配置的信息，并且自动配置先前并未
下载配置文件。

2. 从 DHCP 服务器收到有关 TFTP 服务器和启动配置的信息，并且配置文件名与先前 
DHCP 消息中通告的文件名不同。

3. 不存在启动配置文件，并且未从 DHCP 服务器接收到有关 TFTP 服务器或启动配置
的信息。

在出现情况 1 和 2 时，交换机会将文件保存到闪存中。在随后的启动中，交换机会对

比存储的文件名和当前 DHCP 消息的选项 66/67 中指定的名称。如果名称不同，将下

载新文件并将其写入到闪存。

注 当系统首次启动时，对于从 DHCP 服务器接收到的配置文件，交换机中没有特定名称，

因为交换机尚未下载启动配置文件。如果在 DHCP 消息中收到这些选项，则系统会保

存该文件名，并且下载过程开始。

当出现选项 3 时，交换机将查找 TFTP 服务器和启动配置文件，如 “默认网络配置文

件”中所述。

DHCP 服务器消息详细信息

BOOTP 或 DHCP 服务器可能返回以下任一字段，并由交换机处理该字段：

• 要从 TFTP 服务器下载的配置文件 （启动文件或选项 67）的名称。

• 要从其获取启动文件的 TFTP 服务器的身份。

TFTP 服务器 IP 地址可从 DHCP 回复中的多个源中得出。交换机将根据以下条

件，从 高优先级到 低优先级进行选择：

1. DHCP 或 BOOTP 回复中的 “sname”字段。

2. DHCP 回复中的 “TFTP 服务器名 ( 选项 66)”字段。

3. DHCP 回复中的 “TFTP 服务器地址 ( 选项 150)”字段。

4. DHCP 或 BOOTP 回复中的 “siaddr”字段。

如果只有值 sname 或 option 66 返回到交换机，则需要 DNS 服务器来解析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在将 IP 地址分配到交换机之后，如果主机名尚未分配，自动

配置将发送获取相应主机名的 DNS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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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TFTP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服务器和文件名

在 DHCP 自动配置页面，当无法找到由 DHCP 服务器提供的服务器或文件名时，您可

以配置备用 TFTP 服务器和配置文件名。后续过程如下：

1. 交换机向通过 DHCP 识别的 TFTP 服务器发送单播消息 （如果提供）。

2. 如果未提供 DHCP 信息，或者无法找到服务器或文件名，则服务器使用备用信息
（如果已配置）。

3. 如果未配置备用信息，或者无法找到服务器或文件名，则交换机会将广播消息发送
到通过 DHCP 识别的 TFTP 服务器。

配置文件下载详细信息

交换机将提示首先下载特定于主机的配置文件。如果不可行，则在启用 “默认网络配

置模式”的情况下该交换机会下载配置文件 < 主机名 >.cfg。

特定于主机的配置文件

交换机试图下载特定于主机的配置文件，该文件名在 DHCP/BOOTP 服务器的回复中

将指定为启动文件名，或者配置作为 DHCP 自动配置的备份配置文件。交换机发送三

个单播 TFTP 请求以获得指定的启动文件。如果单播尝试失败，或者如果未提供 TFTP 
服务器地址，交换机则向任意可用 TFTP 服务器发送三个广播请求以获得指定的启动

文件。交换机获得配置文件后，将验证配置中是否存在错误。如果验证成功，交换机

会将配置复制到启动配置文件类型、将配置文件名存储在永久性存储器中并重新启动

单元。

注 交换机要求启动文件名为 *.cfg。

默认网络配置文件

如果启用了“默认网络配置模式”并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交换机将下载配置文件 <
主机名 >.cfg：

• 未指定或配置特定于主机的配置文件。

• 在 TFTP 服务器中不存在特定于主机的配置文件。

• 在下载过程中发生故障。

为解析配置文件中的主机名，交换机会首先从 TFTP 服务器中下载 fp-net.cfg 文件。

fp-net.cfg 文件也称为默认网络配置文件，其中包含一个或多个 IP 地址到主机名的映

射。交换机根据与其 IP 地址的映射来确定主机名。如果没有映射，交换机则使用反向 
DNS 查询来查找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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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个 fp-net.cfg 文件的示例。

config
  ...
  ip host switch_to_setup 192.168.1.10
  ip host another_switch 192.168.1.11
  ... <other hostname definitions>
exit

在主机名确定之后，交换机将发出一个对名为 “<主机名 >.cfg”文件的 TFTP 请求，

其中 <主机名 >为交换机主机名的前八个字符。

交换机使用 IP 地址来执行 DNS 反向名称查询。例如，如果交换机 IP 地址为 192.168.1.10，
主机名则为 switch_t.cfg （以上示例中的前八个字符）。

默认交换机名由交换机 + 十六进制地址的 后 6 位数字派生而来。映射文件应包含主

机名，例如 ip host switchD99FA5 192.168.1.10。这样，为 < 主机名 .cfg> 获取的

主机名为 switchD9.cfg，该交换机具有 IP 地址 192.168.1.10。

如果交换机无法将其 IP 地址映射到主机名，自动配置会发送 TFTP 请求以获得默认配

置文件 host.cfg。

当交换机获得默认配置文件时，将验证配置中的错误。如果验证成功，交换机会将配

置复制到启动配置文件类型并重新启动。在此情况下，默认配置文件名不会存储在永

久性存储器中。

注 如果交换机无法获得有效的配置文件，则以上描述的过程每隔 20 分钟重复一次，直至

交换机获得有效的配置文件。管理员可以通过手动保存运行配置来创建启动配置文件。

管理员还可以在必要时禁用自动配置。

下表汇总了可下载的配置文件，以及查找这些配置文件的顺序。

查找顺序 文件名 说明 是否找到

最终文件

1 < 启动文件 >.cfg 特定于主机的配置文件，以 *.cfg 文
件扩展名结尾1

是

2 fp-net.cfg 默认网络配置文件 否

3 < 主机名 >.cfg 特定于主机的配置文件，与主机名关联 是

4 host.cfg 默认配置文件 是

1. 此文件名可通过 DHCP 或手动配置来获取，如 “备用 TFTP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服务器和

文件名”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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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可以在下载文件之前随时终止自动配置。应当在交换机断开网络连接，或尚未在 
TFTP 服务器中设置所需的配置文件时执行此操作。

当配置文件已成功下载且保存为启动配置文件类型时，交换机会在重新启动之前以严

重性级别 “警报”来记录消息。

设置 DHCP 自动配置

您可以使用 DHCP 自动配置页面来启用和禁用该功能、配置 TFTP 服务器和文件名设

置并查看状态信息。

当启用 DHCP 自动配置时，其将处于正在等待启动选项状态，直至收到 DHCP 客户端

的通知。DHCP 客户端在收到来自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时将触发自动安装过程，其

后状态将更改为正在处理 DHCP/BOOTP 选项， 正在检查前提条件。

可能会显示以下其他消息：

• 正在等待启动选项

• 正在处理 DHCP/BOOTP 选项， 正在检查前提条件

• 正在下载 tftp://<tftp address>/<filename>

• 正在应用已下载配置

• 正在等待重新启动超时

• 正在保存已下载配置

• 已停止

• 自动安装已完成。

• 自动安装过程已终止 : 文件 <filename> 验证失败。

• 自动安装过程已终止 : 未能将下载的配置文件 <:lt> 启动文件 <:gt> 保存至启动

配置。

• 自动安装过程已终止 : 已手动创建启动配置。

• 自动安装过程已终止 : 启动文件与 近下载的文件相匹配。

• 自动安装过程已终止 : 未能解析启动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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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HCP 自动配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DHCP 自动配置。

步骤  2 输入参数：

• 通过 DHCP 自动配置 - 选择启用可在交换机中启用该功能。

• 默认网络配置模式 - 当在交换机中无法找到特定于主机的文件时，选择 “启用”

可使交换机下载名为 fp-net.cfg 的默认配置文件。有关详情，请参阅 “默认网

络配置文件”。

• 备选 TFTP 服务器 - 指定用作备份的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当发送到选项 66 
中指定的 TFTP 服务器的单播请求失败三次时，将使用备用 TFTP 服务器。

• 备选配置文件 - 指定一个用作备份的备用配置文件名。如果在 DHCP 选项 67 中
无法识别启动配置文件，或者如果在 TFTP 服务器中未标识任何启动配置文

件，自动配置则查找备用文件名。

• 最近自动配置文件名 - 在上次执行自动配置过程时使用的配置文件名。如果通

过 DHCP 识别到不同的文件名，则会开始文件下载过程。

• 当前状态 - 自动配置过程的状态。可能的值包括 “完成”或 “正在进行”。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通过 HTTP 进行固件恢复

交换机具有固件恢复功能，可在映像下载失败之后在交换机中还原有效映像。如果在

映像下载过程中电源中断，交换机可能无法启动。在此情况下，尽管映像无法使用，

将固件映像从闪存加载到 RAM 的启动加载器文件仍能继续发挥作用。HTTP 服务器嵌

入在启动加载器文件中，使管理员能够通过交换机端口连接到交换机，并使用 Web 浏
览器来下载和安装新的固件映像。

换机启动之后，如果启动加载器无法在闪存中找到有效映像，交换机将进入 HTTP 固
件恢复模式。在此模式下，启动加载器会将交换机的内部网络端口设置为以下静态 IP 
地址：

• IP 地址：192.168.1.254

• 网络掩码：255.255.255.0

• 默认网关：192.1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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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服务器启动并侦听端口 80 中的客户端连接。

使用此功能下载新固件映像的步骤：

步骤 1 将管理 PC 直接连接到任意交换机端口。

步骤  2 将管理 PC 上的 IP 地址和掩码配置为与交换机处于同一子网中。

注：如果默认网关 IP 地址为 192.168.1.1，则可以通过网络访问系统。

步骤  3 打开 Web 浏览器并在地址栏中输入交换机的 IP 地址 (192.168.1.254)。

注：HTTP 固件恢复功能支持以下浏览器：

• Firefox 3.0 及更高版本

• Internet Explorer 6 及更高版本

此时将显示 “固件恢复”页面。无需身份验证。

网页中将显示 PIC VID （产品 ID 和供应商 ID）、序列号以及交换机的 MAC 地址。

步骤  4 选择浏览，并选择一个有效的固件映像进行下载。

在下载文件时将显示一个进度条。下载成功之后将显示以下消息：

100% 已完成

文件下载成功。正在将文件写入闪存，请稍候。系统将自动重启。

管理员选择的文件已下载到 RAM，并验证该文件是否满足以下条件：

• 文件的 CRC 良好。

• 为此平台构建了 STK 文件。

• STK 文件大小在分区限制范围之内 （为此文件保留 4.5 MB）。

如果满足这些条件，该文件将被写入到闪存中，并且系统会使用新固件重新启动。

如果未通过其中任一检查，则映像无法写入到闪存，并且恢复过程将会停止。您可以

使用正确的映像文件重新开始恢复过程。

如果由于浏览器窗口刷新或关闭而使传输中止，会话将被清除且立即超时。如果由于

网络无法访问而使传输中止，会话则会在 45 秒后超时。在会话超时之后，您可以再

次开始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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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动交换机

使用重启页面重新启动交换机。重新启动交换机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重启。

步骤  2 请选择以下其中一个选项：

• 重启 - 使用 新的保存配置重新启动交换机。

• 使用出厂默认配置重启 - 使用出厂默认配置文件重新启动交换机。其他任何自

定义设置均会丢失。

此时将显示一个窗口，使您可以确认或取消重新启动。当前的管理会话可能会被终止。

步骤  3 确认或取消重新启动。

Ping 主机

使用 Ping 页面可将 Ping 请求从交换机发送到指定 IP 地址。您可以使用此功能来检查

交换机是否能与特定网络主机通信。

Ping 网络主机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Ping。

步骤  2 选择 IPv4 或 IPv6 作为 “地址类型”。

步骤  3 对于 IPv4 地址，输入以下参数：

• IP 地址 / 主机名 - 输入您想要交换机对其执行 ping 操作的工作站的 IP 地址或主

机名。

• 次数 - 指定要发送的 ping 数。

• 间隔 - 指定发送 ping 时，间隔的秒数。

• 数据报大小 - 指定要发送的 ping 数据包的数据大小。

对于 IPv6 地址，输入以下参数：

• Ping 类型 - 选择“全局”可 ping 本地子网之外的地址。选择“链路本地”可 
ping 本地子网上的地址。

• IPv6 地址 / 主机名 - （仅限全局地址）输入 128 位全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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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v6 链路本地地址 - （仅限链路本地地址）如果地址与交换机在相同的子网

中，则输入链路本地地址。

• 数据报大小 - 指定要发送的 ping 数据包的数据大小 （介于 48 和 2048 字节

间）。

步骤  4 单击应用可发送 ping。您可以在 Ping 窗口中查看状态。

配置控制数据包转发

您可以使用控制数据包转发页面来配置交换机是如何处理具有以下协议类型的数据

包：

• CPD- 思科发现协议 (CDP)，在很多类型的思科网络设备中受到支持。 CDP 可
使直接连接的设备共享信息，例如其 IP 地址、功能以及软件版本。尽管交换机

自身并不支持 CDP，默认情况下它会代表 VLAN 内连接的设备转发 CDP 数据包。

• Dot1X-IEEE 802.1X 协议定义了可扩展鉴权协议 (EAP) 数据包是如何在 LAN 上
封装的。 Dot1X 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于验证用户以及允许或拒绝其访问交换机

端口提供的服务。有关在交换机中配置 Dot1X 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802.1X"。

• LLDP- 网络设备使用链路层发现协议向其他设备通告其功能。有关在交换机中

配置 LLDP 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LLDP-MED"。

配置控制数据包转发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控制数据包转发。

步骤  2 选择您要配置的协议 （CDP、 LLPD 或 DOT1x）。

步骤  3 选择在收到指定类型的数据包时端口要执行的操作：

• 丢弃 - 丢弃所有选定类型的数据包。

• 转发 - 在指定的 VLAN 内转发所有选定类型的数据包。

• 终止 - 在交换机中接受并处理数据包。此选项不适用于 CPD 数据包。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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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您可以使用诊断页面来执行对铜质电缆和光纤电缆的虚拟电缆测试、设置对端口或 
VLAN 的诊断监控以及查看 CPU 利用率数据。

有关 “管理” > “诊断”菜单中可用配置页面的详情，请参阅以下主题：

• 测试铜缆端口

• 配置端口镜像

• CPU/ 内存利用率

测试铜缆端口

使用铜质端口页面可对铜质电缆进行测试。可以通过使用这些物理层诊断来帮助确定

可能发生断缆的位置。

“铜缆端口表”列出了每个端口及以下数据，这些数据是端口通过 新的测试来获取的

（如果尚未测试端口，则显示默认数据）：

• 测试结果 - 新电缆测试的结果。可能的值包括：

- 正常 - 电缆工作正常。

- 打开 - 电缆断开连接或者连接器发生故障。

- 短 - 电缆发生电路短路。

- 未测试 - 尚未进行测试。

- 电缆测试失败 - 测试无法确定电缆状态。电缆可能正在工作。

• 与故障的距离 - 与发生电缆故障 （如果在 近的电缆测试中检测到）的端口之

间的距离 （以米为单位）。

• 最近更新 - 上次测试端口的时间。

• 电缆长度 - 电缆的长度 （以米为单位）。

启动铜缆端口测试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诊断 > 铜缆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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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选择一个端口，然后单击测试。

如果端口具有活动的链路而电缆测试正在运行，则链路在测试期间可能会关闭。运行

测试可能需要花费几秒钟的时间。测试完成之后，系统将显示一个窗口，其中包含测

试结果。

配置端口镜像

使用端口镜像功能可以将复制的端口上的网络流量发送到其他端口，以便使用网络分

析器来进行分析。

镜像会话由一个目标探测端口和至少一个源端口组成。在正在探测的源端口上的流量

镜像副本会从源端口传输到目标探测端口。可将网络分析器连接到目标探测端口来分

析网络流量。

只要会话保持活动状态，配置为目标探测端口的端口即可充当镜像端口。当会话处于

非活动状态时，端口将根据其他配置参数来传输和接收流量。

注 当将端口配置为探测端口时，交换机不会转发或接收任何流量，也不会对 ping 进行响应。

若要显示端口镜像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诊断 > 端口镜像。

有四个镜像会话可进行配置，且在默认情况下会被禁用。“ 端口和 VLAN 镜像会话

表”显示了每个会话的以下字段：

• 会话 ID - 监控会话 ID 编号。

• 管理模式 - 指示端口镜像会话是启用还是禁用。

• 目标接口 - 若要启用该功能，将其选中并选择相关端口，其中源端口上的流量

可镜像到目标探测端口。

• 源接口 - 选中参与此镜像会话的源接口或列表。

“ 端口和 VLAN 镜像源接口表”列出了分配到每个会话的源接口。您可以选择 “过滤

器”并选择一个会话 ID 来仅显示一个会话的数据。

若要设置端口 镜像，首先应将源接口分配给会话。然后，定义目标端口并启用会话。

配置镜像会话的步骤：

步骤 1 在 “ 端口和 VLAN 镜像源接口表”中，单击添加。

步骤  2 选择一个会话 ID。

步骤  3 选择 “源接口”和要镜像的流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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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通过使用 “类型”单选按钮，指定在要镜像的源接口处的流量方向：

• 仅接收 - 传入流量

• 仅发送 - 传出流量

• 发送和接收 - 传入和传出流量

步骤  5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重复该过程可将多个源接口分配到同一会话。不过，一个源接口每次仅能用在一个活动

会话中。

步骤  6 在 “ 端口和 VLAN 镜像会话表”中，选择要激活的会话，并单击编辑。

步骤  7 对于 “管理模式”，选择启用。

步骤  8 对于 “目标接口”，选择启用并选择要镜像数据的端口。

!
注意 当将某一端口配置为目标探测端口时，交换机不会转发或接收该端口上的任何流量，

并且不会对该端口上接收到的任何 ping 作出响应。该端口上所有先前的配置参数均被

清除，并且当从端口配置中删除镜像时必须对该端口进行重新配置。

步骤  9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探测会话开始。

注 若要结束探测会话，在“ 端口和 VLAN 镜像会话表”中选择该会话并单击编辑。清除

“管理模式”复选框，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

CPU/内存利用率

使用 CPU/ 内存利用率页面可监控 CPU 和内存利用率。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

口中单击管理 > 诊断 > CPU/ 内存利用率。

该页面显示以下数据：

• 刷新速率 - 指定页面以 新数据每隔 15、 30 或 60 秒进行刷新，或者保留默认

值为 “无刷新”。

• CPU 使用率报告 - 5 秒、 1 分钟和 5 分钟间隔的利用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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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使用率报告 - 将报告以下数据：

- 已分配的内存 - 操作系统 (OS) 可用的内存量。

- 空余内存 - 当前空闲 OS 的可用内存量。

- 内存总量 - 系统内存总量，其中包括分配的内存、空闲内存以及保留为软件

映像的代码和数据段所用的内存。

启用 Bonjour

借助 Bonjour，使用组播 DNS (mDNS) 即可发现交换机及其服务。 Bonjour 可向网络

通告交换机服务并对支持的服务类型进行查询答复，这能够简化小型企业环境中的网

络配置。

交换机可通告以下服务类型：

• 特定于思科的设备说明 (csco-sb) - 此服务可让客户端发现思科交换机以及小型

企业网络中部署的其他产品。

• 管理用户接口 - 此服务可识别交换机中可用的管理界面 （HTTP）。

启用 Bonjour 的交换机连接到网络后，任何 Bonjour 客户端均可发现和访问管理界面，

而无需预先配置。

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已安装的 Internet Explorer 插件来发现交换机。基于 Web 的交换

机配置实用程序作为一个选项卡显示在浏览器中。

Bonjour 在 IPv4 和 IPv6 网络中均可工作。

通过 Bonjour 发现交换机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搜索 - Bonjour。

步骤  2 选择 “启用”。

步骤  3 单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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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DP-MED （链路层发现协议 - 媒体终端发现）

IEEE 802.1AB 标准，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介绍了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位于 LAN 
上的工作站可以通告识别信息、功能以及物理描述。这些信息通过 LLDP 数据单元 
(LLDPDU)（由类型 - 长度 - 值 [TLV] 结构组成）进行交换。LLDPDU 中可能包含多种 
TLV，具体取决于管理员配置端口要通告的信息。

通过 LLDPDU 获取的信息存储在 MIB 中，并且可由网络管理系统 (NMS) （例如 SNMP）
访问。此框架是可以扩展的，并在某些区域 （例如 IP 电话网络）具有高端利用率。

注 LLDPDU 仅供交流信息；它们不会自动配置交换机。

交换机支持链路层发现协议 - 媒体终端发现 (LLDP-MED) 对 LLDP 协议的扩展。借助 
LLDP-MED，可以自动发现 LAN 策略、设备位置及其他设备特征，并能够自动化以太

网供电 (PoE) 端点的管理。

有关“管理” > “搜索 - Bonjour”菜单中可用配置页面的详情，请参阅以下主题：

• 配置全局 LLDP-MED 属性

• 在端口上配置 LLDP-MED

• LLDP-MED 端口状态详细信息

• LLDP-MED 邻居信息

配置全局 LLDP-MED 属性

使用 “LLDP MED 属性”页面可为此功能指定全局参数。

配置全局 LLDP-MED 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搜索 - LLDP-MED > 属性。

步骤  2 对于资产 ID，输入在清单 TLV 中通告的交换机的资产 ID。

步骤  3 指定位置参数，以便在紧急呼叫时确定交换机的实际位置：

• 子类型 -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以便配置在 TLV 中标识交换机位置的方式：

- 基于坐标 - 交换机位置通过使用 GPS 坐标以十六进制格式来识别。

- 城市地址 - 交换机位置通过使用对位置的地理描述来识别，例如城市、街道名

称和建筑物名称。

- ELIN - 交换机位置通过使用交换机的紧急位置标识号 (ELIN) 来识别。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62



管理

LLDP-MED （链路层发现协议 - 媒体终端发现） 3
 

• 坐标 - 十六进制格式的交换机 GPS 坐标。

• ELIN 地址 - ELIN 编号。

• 国家 / 地区 - 城市所在的国家 / 地区。

• 城市 - 街道所在的城市。

• 街道 - 建筑物所在的街道。

• 建筑物 - 交换机所在的建筑物。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在端口上配置 LLDP-MED

链路层发现协议 - 媒体终端发现 (LLDP-MED) 协议提供对 LLDP 标准的扩展，以便支持

网络配置和策略、设备位置、以太网供电管理以及库存管理。

使用 “LLDP MED 端口设置”页面可查看和配置端口上的 LLDP-MED 操作。

在端口上配置这些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搜索 - LLDP-MED > LLDP MED 端口设置。

“LLDP MED 端口设置表”中的每个条目显示了端口的 LLDP-MED 配置。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并单击编辑。

步骤  3 为选定端口指定以下选项：

• LLDP MED 状态 - 选择在端口上启用 LLDP-MED 操作。

• 配置通知 - 选择此项可在网络中发生拓扑更改时让交换机发送通知。

步骤  4 选择您想要端口包含在 LLDP 通告中的可用 TLV。

• 网络策略 - VLAN ID、802.1p 服务类别值和差分服务代码点 (DSCP) 值。该信息

用于实施语音 VLAN 功能 （请参阅 “语音和介质”）。

• 位置 - 交换机的十六进制 GPS 位置坐标。

• PSE - 表示端口是否能将自身通告为供电设备，以便能够向连接的以太网供电

设备提供电源。此选项仅显示在 SG 200-08p 设备中。

• PD - 表示端口是否能将自身通告为受电设备，以便能够接收以太网供电。此选

项仅能对 SG 200-08 设备的端口 g1 选择。

• 清单 - 硬件和软件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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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功能 - 识别交换机的基本功能，例如网桥。

步骤  5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注 可以单击配置网络策略来显示介质 VLAN 页面。（也可以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VLAN 管
理 > 语音和介质 > 介质 VLAN。）在该页面中，您可以向 VLAN 分配 LLDP-MED 应用

程序并对相关的流量配置优先级设置。

LLDP-MED 端口状态详细信息

“LLDP MED 端口状态详情”页面显示了启用该功能的所有端口的 LLDP-MED 配置。

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搜索 - LLDP-MED > LLDP MED 端口

状态详情。

从 “端口”列表中选择一个端口。“网络策略表”显示了通过 LLDP 通告的每个服务

或策略的字段：

• 媒体策略应用类型 - 服务类型，例如 “语音”，与 LLDP 网络策略关联。

• VLAN ID - 与网络策略关联的 VLAN ID。

• 优先级 - 与网络策略关联的 802.1p 服务类别值。

• DSCP - 网络策略的 DSCP 值。

• 已添加标记 - 网络策略是为已添加标签的 VLAN 定义的。

在库存 TLV 中通告了以下交换机参数。

• 硬件版本 - 交换机硬件版本 ID。

• 固件版本 - 交换机固件版本号。

• 软件版本 - 交换机软件版本号。

• 序列号 - 交换机序列号。

• 制造商名称 - 交换机制造商名称。

• 型号名称 - 交换机型号。

• 资产 ID - 交换机的 LLDP-MED 资产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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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 TLV 中通告了以下交换机参数。

• 机箱 ID - 交换机的硬件地址。

• 机箱 ID 子类型 - 硬件地址类型。

• 系统说明 - 预先配置的系统说明。

• 系统名称 - 用户配置的主机名 （请参阅系统设置页面）。

• 管理地址子类型 - 管理 IP 地址的协议版本。

• 管理地址 - 管理端口 IP 地址 （请参阅 IPv4 接口页面或 IPv6 接口页面）。

• 端口 Id 子类型 - 端口标识符的类型。

• 端口 - 端口标识符。

• 端口说明 - 端口说明。

• 已启用的系统功能 - 交换机上启用的功能。

• 受支持的系统功能 - 当前通告为受交换机支持的功能。

在位置 TLV 中通告了以下交换机参数。

• 子类型 - 支持的位置信息类型 （城市、 ELIN 或基于坐标）。

• 坐标 - 十六进制格式的交换机 GPS 坐标 （如果使用基于坐标的位置信息类

型）。

• ELIN 地址 - ELIN 编号 （如果使用此位置信息类型）。

• 国家 / 地区 - 城市所在的国家 / 地区 （如果使用城市位置信息类型）。

• 城市 - 街道所在的城市 （如果使用城市位置信息类型）。

• 街道 - 建筑物所在的街道 （如果使用城市位置信息类型）。

• 建筑物 - 交换机所在的建筑物 （如果使用城市位置信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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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DP-MED 邻居信息

邻居信息页面显示了从网络中其他支持 LLDP-MED 的设备中收到的信息。若要显示此

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搜索 - LLDP-MED> 邻居信息。

“邻居信息表”对每个收到通告的 LLDP 邻居设备显示以下字段：

• 本地端口 - 收到 LLDP 通告的本地设备上的端口号。

• 远程 ID - 邻居设备上的端口的物理地址。

• 设备类别 - 通告的远程设备类别。

可以选择一个条目并单击详情来显示邻居中 LLDP-MED 通告的其他信息。

邻居信息详情页面显示了以下信息：

MED 功能：

• 已报告的功能 - 通告的设备功能。

• 已启用的功能 - 设备上启用的通告功能。

• 设备类别 - 通告的远程设备类别。

网络策略

• 媒体策略应用类型 - 服务类型，例如 “语音”，与 LLDP 网络策略关联。

• VLAN ID - 与网络策略关联的 VLAN ID。

• 优先级 - 与网络策略关联的 802.1p 服务类别值。

• DSCP - 网络策略的 DSCP 值。

• 未知 - 对此网络策略没有配置 802.1p 值，也没有配置 DSCP 值。

• 已添加标记 - 网络策略是为已添加标签的 VLAN 定义的。

库存：

• 硬件版本 - 交换机硬件版本 ID。

• 固件版本 - 交换机固件版本号。

• 软件版本 - 交换机软件版本号。

• 制造商名称 - 交换机制造商名称。

• 型号名称 - 交换机型号。

• 资产 ID - 交换机的 LLDP-MED 资产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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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 子类型 -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以便配置在 TLV 中标识交换机位置的方式：

- 基于坐标 - 交换机位置通过使用 GPS 坐标以十六进制格式来识别。

- 城市地址 - 交换机位置通过使用对位置的地理描述来识别，例如城市、街道

名称和建筑物名称。

- ELIN - 交换机位置通过使用交换机的紧急位置标识号来识别。

• 位置信息 - 交换机位置信息（以“子类型”字段指定的格式）。

扩展 PoE：

• PoE 设备类型 - 如果通告了 PoE 功能，此字段将指示设备为受电设备 (PD) 还是

供电设备 (PSE)。

扩展 PoE PD：

如果设备由 PoE 提供电源，则可以通告以下属性：

• PoE 功率值 - 设备请求的功率 （以瓦特为单位）。

• PoE 电源 - 表示受电设备如何接收电源：

- 主要 - 电源直接连接到设备。

- 备份 - 设备从 PoE 供电设备接收电源。

• PoE 供电优先级 - 显示 “高”、“低”或 “严重”，表示在可提供的 PoE 电源

小于所有受电设备请求的电源时，端口的优先级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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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HCP 客户端供应商选项

您可以在交换机上配置 DHCP 客户端功能，以便在其 DHCP 请求 （DHCP 选项 60）
中包含供应商信息。 DHCP 服务器可以使用供应商信息并根据识别的硬件类型或功能

来区分不同的客户端。

配置 DHCP 供应商选项字符串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管理 > DHCP 选项。

除了供应商选项和字符串之外，该页面也可以显示在从 DHCP 服务器获取其时区信息

时交换机使用的格式，并指示是否已接收到此信息。若要配置交换机从 DHCP 获取其

时区信息，请参阅 “时间设置”。

步骤  2 对 “供应商选项”选择 “启用”。

步骤  3 在 “供应商选项字符串”文本框中输入值。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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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管理

本章介绍了如何配置交换机端口设置、将端口集成到链路聚合组以及配置端口供电功能。

其中包括以下主题：

• 配置端口设置

• 链路聚合

• 配置 PoE

• 绿色以太网

配置端口设置

在端口设置页面中，您可以人为地启用和禁用端口，并配置端口速度和双工模式的自

动协商功能，此外，您还可以配置端口的流量控制功能。

配置端口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端口管理 > 端口设置。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接口，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3 为选定端口指定以下选项：

• 管理状态 - 选择 “启用”可启用端口，或者选择 “禁用”禁用端口。

• 自动协商 - 选择 “启用”可让交换机自动与连接的设备协商端口速度和双工模

式。如果启用了自动协商功能，“管理端口速度”和 “双工模式”字段将不可

编辑。

• 管理端口速度 - 如果禁用了“自动协商”，请选择端口以每秒 10 Mbit 还是每秒 
100 Mbit 进行操作。

• 管理双工模式 - 如果禁用了 “自动协商”，请选择 “半双工”进行半双工操

作，或者选择 “全双工”进行全双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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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口管理通告 - 如果启用了自动协商功能，选择您需要端口进行自动协商的

高端口速度和双工设置。如果选择 “ 高能力”，端口则会自动协商硬件所能

支持的 高端口速度和双工设置。

• 流量控制 - 选择启用 IEEE 802.3x 流量控制功能。当端口无法及时了解交换的帧

量时，流量控制功能有助于防止数据丢失。当启用该功能时，如果端口上数据

包所使用的内存量超过了预先配置的阈值，交换机便会发送暂停帧以停止端口

上的流量。暂停的端口在暂停帧指定的时间段内不会转发数据包。当暂停帧时

间到期或者使用率返回到指定的低阈值，交换机则会启用端口再次传输帧。

• LAG 中的成员 - 表示端口是否为链路聚合组的成员。有关配置 LAG 的信息，请

参阅 “链路聚合”。

• MTU - 指定 大传输单位 （以字节为单位）。默认 MTU 为 1518，范围介于 
1518 和 9216 字节之间。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链路聚合

链路聚合可让一个或多个全双工以太网链路聚合到一起，以便形成链路聚合组 (LAG)。
交换机将 LAG 视作单个物理端口，具有增强的容错和负载均衡能力。

LAG 接口可为静态或动态的：

• 静态 LAG - 端口由管理员直接分配给 LAG。除非另加配置，端口将持续作为 
LAG 的专属成员。

• 动态 LAG - 动态 LAG 将使用一个或多个候选端口进行配置。 LAG 通过将链路

聚合控制协议数据单位与连接到候选端口的远程设备进行交换来形成。形成之

后， LAG 可能仅包含合格端口的子集，具体取决于 LAG 的端口数量限制及其

他因素。未选择成为 LAG 活动成员端口的候选端口为备用端口。备用端口在同

一 LAG 中的活动端口失败时可能会被选择成为活动成员。

以下主题提供了有关 “端口管理” > “链路聚合”菜单中可用配置页面的其他信息：

• 配置 LAG （链路聚合组）

• 配置 LAG 设置

• 配置 LACP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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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LAG （链路聚合组）

交换机 多支持 4 个 LAG，每个 LAG 8 个端口。使用 LAG 管理页面可将端口分配到 
LAG 和 LACP。

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端口管理 > 链路聚合 > LAG 管理。

默认情况下将预先配置四个动态 LAG，名为 ch1 到 ch4。这四个动态 LAG 没有端口

成员且会被禁用。

您可以向 LAG 添加端口或从其删除端口，而不必中断 LAG 中的流量。

VLAN 中的成员可以分配给 LAG ；不过，当 VLAN 中的端口成为 LAG 成员时，将会

失去其 VLAN 成员资格。根据启动配置中的设置，当从 LAG 删除某一端口时，该端口

将重新加入先前所属的 VLAN。

配置 LAG 的步骤：

步骤 1 选择要配置的 LAG，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2 为选定 LAG 指定以下选项：

• LAG 名称 - 输入 多 15 个字母数字字符来识别 LAG。

• 类型 - 选择“静态”可向 LAG 手动分配端口。选择“动态”可启用端口来交换 
LACPDU，以便动态形成 LAG。

• 端口列表 /LAG 成员 - 若要从静态 LAG 添加或删除端口，选择每个端口并单击

左箭头或右箭头，以便在 “端口列表”和 “LAG 成员”列表间移动。

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 LAG 设置

您可以使用 LAG 设置页面来人为地启用或禁用 LAG，并配置负载均衡的设置。

配置 LAG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端口管理 > 链路聚合 > LAG 设置。

“LAG 设置表”列出了每个可用 LAG。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 LAG，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3 为选定 LAG 指定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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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状态 - 选择“向上”或“向下”可人为地启用或禁用 LAG。当禁用 LAG 
时，其成员端口将作为独立的物理端口来操作。

• 负载均衡算法 - 选择其中一个选项，可以使交换机能够在 LAG 成员端口中对传

出数据包进行负载均衡。交换机将从通道中选择一个链路来传输特定数据包。交

换机将按照选项中所列出的顺序对负载均衡条件划分优先级，这些选项包括：

- 源 / 目标 MAC、VLAN、EType 和接收端口 - 源和目的 MAC 地址、VLAN 
成员关系、 Ethertype 字段以及在其中接收到数据包的端口。

- 源 / 目标 IP 和 TCP/UDP 端口字段—Src IP - 源和目标 IP 地址以及 IP 数据包

中的 TCP 或 UDP 端口号。

如果选择了 IP 数据包选项，则会使用源和目的 MAC 地址来平衡端口上接收到的

非 IP 数据包。

• MTU - 指定 大传输单位 （以字节为单位）。默认 MTU 为 1518，范围介于 
1518 和 9216 字节之间。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 LACP 设置

交换机使用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LACP) 来自动形成动态 LAG。启用 LACP 的端口会发送

协议数据单位 (LACPDU) 以便在网络中相互发现并协商 LAG。

使用 LACP 页面可查看和配置协议操作。

在各个端口上配置 LACP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端口管理 > 链路聚合 > LACP。

“LACP 接口表”显示了交换机上每个端口的本地（操作者）和远程（参与者） LACP 
配置。 LACP 操作者设置包括交换机的系统优先级和能够在 LACP 消息中唯一标识端

口的 “管理密钥”。这些值是不可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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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LACP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并单击编辑。

步骤  2 为选定端口配置以下设置：

• 模式 - 选中该复选框可在端口中启用 LACP。

• 操作者超时 - 来自操作者的信息在超时间隔过去之后不再有效。

- 短 - “短”LACP 超时间隔为较短周期计时器传输 LACP 数据包所用间隔的

三倍。默认 “短” LACP 超时间隔为 3 秒。

- 长 - “长”LACP 超时间隔为较长周期计时器传输 LACP 数据包所用间隔的

三倍。默认 “长” LACP 超时间隔为 90 秒。

• 参与者超时 - 来自参与者的信息在超时间隔过去之后不再有效。

- 短 - “短”LACP 超时间隔为较短周期计时器传输 LACP 数据包所用间隔的

三倍。默认 “短” LACP 超时间隔为 3 秒。

- 长 - “长”LACP 超时间隔为较长周期计时器传输 LACP 数据包所用间隔的

三倍。默认 “长” LACP 超时间隔为 90 秒。

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 PoE

在 SG 200-08P 交换机上，端口 1 – 4 可以充当以太网供电 (PoE) 供电设备 (PSE) 端口。

PSE 端口能够向连接的 PoE 受电设备 (PD) 供电。

在 SG 200-08P 交换机上，有关 “端口管理” > "PoE" 菜单中可用配置页面的信息，

请参阅以下主题：

• 配置 PoE 属性

• 配置 PoE 端口设置

注 这些配置页面在不支持 PSE 功能的交换机上不会显示。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73



端口管理

配置 PoE 4
 

配置 PoE 属性

您可以使用属性页面来配置交换机在某些条件下是否可以生成陷阱消息，并查看当前

的电源设置。

配置 PoE 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端口管理 > PoE > 属性。

步骤  2 设置以下参数：

• 电源陷阱阈值 - 指定总的可用系统电源的百分比。当 PoE 端口上请求的电源超

出了阈值时，将在日志中生成陷阱。

• 电源管理模式 - 选择交换机如何划分向多个端口供电的优先级。

- 端口优先级静态 - 优先级静态电源管理。该算法将根据配置的功率限制和端

口优先级来预先分配电源。

- 端口优先级动态 - 优先级动态电源管理。只要功耗在配置的限制和优先级范

围之内，该算法都会为设备提供电源。

在这两种模式下，当交换机为多个端口提供电源时，将优先考虑具有较高端口

优先级的端口。如果其中两个或更多端口的优先级相等，则优先考虑具有较低

端口号的端口。

• 重置模式 - 选择 “启用”可使交换机启动所有 PoE 端口状态的计算机。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注 该页面显示了交换机中 PoE 电源的以下数据：

• 电源 - 当前的电源状态。如果状态为接通，交换机当前正通过 PoE 向连接的设备

供电。如果状态为断开，则交换机不会通过 PoE 向任何连接的设备供电。

• 标称功率 - 交换机对所有支持 PoE 的端口可用的总功率（以瓦特为单位）。

• 阈值功率 - 切断电源的临界值，超过该值后将不会向其他受电设备 (PD) 供电。

该阈值是根据 “电源陷阱阈值”设置进行计算的。

• 已消耗功率 - 交换机向 PoE 端口实际提供的总功率 （以瓦特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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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PoE 端口设置

您可以使用端口设置页面来查看和配置用作 PSE 的端口的设置。

配置某端口 PoE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端口管理 > PoE > 端口设置。

“PoE 设置表”可以显示 PoE 操作启用了哪些端口、这些端口的优先级、电源分配

（以毫瓦为单位）以及每个端口的其他设置。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并单击编辑。

步骤  3 配置以下设置：

• PoE - 选中 “启用”复选框可将端口配置为 PSE。

• 电源优先级 - 选择 “严重”、“高”或 “低”可对附加设备传输的电源配置端

口优先级。

交换机可能无法满足所有连接设备的用电需求。当电量不足以满足所有已启用

端口的需求时，端口优先级将决定供电的端口。对于具有相等优先级的端口，

编号较低的端口优先级较高。对于向一定数量的设备发送峰值功率的系统，如

果在优先级较高的端口上附加了新设备，则会切断优先级较低端口上设备的电

源，转而向新设备供电。

• 功率限制类型 - 选择以下方法之一可对交换机向连接设备提供的功率进行限制。

- Dot3AF - 端口所能发送的 大功率由检测的 IEEE 802.3af 类来限制。

- 用户定义 - 端口所能发送的 大功率由用户来指定。如果选择此选项，请在

“功率分配”字段中指定一个值。

- LLDP-MED - 端口所能发送的 大电源由接收自端口设备的 LLDP-MED TLV 
中的值来限制。该设备指定的值应介于 3-16.2 瓦特范围内。如果不在此范

围内，则会使用默认值 16.2 瓦特。

注：如果选择的“功率限制类型”为 "LLDP-MED"，则交换机将忽略远程设

备中的优先级设置，转而使用为端口配置的“电源优先级”设置。

- Dot3AF 与 LLDP-MED - 端口所能发送的 大电源由接收自端口设备的 
LLDP-MED TLV 中的值来限制。该设备指定的值应介于 3-16.2 瓦特范围内。

如果不在此范围内，则 大功率由 IEEE 802.3AF 类来限制。

- 用户定义和 LLDP-MED - 端口所能发送的 大电源由接收自端口设备的 
LLDP-MED TLV 中的值来限制。该设备指定的值应介于 3-16.2 瓦特范围内。

如果不在此范围内，则 大功率由您在 “功率分配”字段中指定的值来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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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率分配 - 如果为 “功率限制类型”配置了用户定义的选项，以瓦特为单位输

入要为端口配置的功率，范围介于 3000 到 16200 毫瓦之间。

• 检测类型 - 选择以下方法之一来检测连接到端口的 PoE 供电的设备。

- 仅传统设备 - 仅会检测电容性签名设备。

- 仅 802.3af 4point 设备 - 仅会使用第一种算法检测电阻性签名设备。

- 802.3af 4point 设备与传统设备 - 使用第二种算法检测电容性和电阻性签名

两种设备。

- 仅 802.3af 2point 设备 - 仅会使用第一种算法检测电阻性签名设备。

- 802.3af 2point 设备与传统设备 - 使用第一种算法检测电容性和电阻性签名

两种设备。

• 重置模式 - 选择 “启用”将使交换机初始化端口 PoE 状态机。

还将显示以下统计数据：

• 功耗 - 端口上的实际功耗。

• 过载计数器 - 功率过载情况发生的总次数。

• 短路计数器 - 端口中功率不足情况 （电路短路）发生的总次数。

• 拒绝供电计数器 - 拒绝为受电设备供电情况发生的次数。

• 缺席计数器 - 由于检测不到受电设备，而停止为其供电的情况发生的次数。

• 无效签名计数器 - 收到无效签名次数。 PSE 需通过特征码来识别受电设备。特

征码在受电设备的检测、分类或维护过程中生成。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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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以太网

交换机在千兆以太网铜缆端口中提供了绿色以太网节能功能。绿色以太网功能包括：

• 电量检测模式 - 当铜质链路伙伴不存在时，通过将端口 PHY 强制置于低功耗模

式可有助于降低芯片功耗。

当启用 “电量检测”时，交换机可在线中的能量消失时自动输入低功耗模式，

并在检测到能量时交换机将恢复正常操作。当端口 PHY 处于低功耗模式时，

PHY 会在一段时间后苏醒，并发送链路脉冲来监控链路伙伴中的能量。如果在

端口处于苏醒模式时检测到能量，交换机则会将端口返回到正常操作。当苏醒

阶段到期时，端口将返回到低功耗模式。

• 短距自动模式 - 如果启用该功能，当打开链路时将自动执行电缆测试。如果检

测到短距电缆，会将端口置于低功耗模式。当关闭链路时，低功耗模式则被禁

用。

交换机也支持短距功能的配置，在其中可执行电缆长度测试。如果电缆的长度

小于 10 米， PHY 将被置于低功耗模式，这样便只会使用充足的电源支持短距

电缆。可使用以下两种方式配置短距：

- 短距自动 - 当打开链路时将自动执行电缆测试。如果检测到短路电缆，端口 
PHY 会被置于低功耗模式。当关闭链路时，低功耗模式则被禁用。

- 短距强制 - 对于短距电缆端口将被人为强制置于低功耗模式。

不论端口是启用还是禁用自动协商，绿色以太网功能均可工作，并且可由管理员启用

或禁用。绿色以太网模式属性对每个端口均可配置。

配置绿色以太网属性

使用绿色以太网属性页面可全局启用绿色以太网功能。该全局设置适用于所有端口。

注 您可以通过在各个端口上配置这些功能来覆盖全局设置 （请参阅 “配置绿色以太网端

口设置”）；不过，您随后对全局设置所作的更改将覆盖任何单个的端口配置。

配置全局绿色以太网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端口管理 > 绿色以太网 > 属性。

默认情况下，将在所有端口上全局性地启用 “电量检测”模式和 “短距自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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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配置以下设置：

• 电量检测 - 选择 “启用”可在交换机上启用 “电量检测”模式。当线中的能量

消失时交换机可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并在检测到能量时交换机将恢复正常操

作。

• 短距自动 - 选择 “启用”可启用该功能。当打开链路时将自动执行电缆测试。

如果检测到短距电缆，会将端口置于低功耗模式。当关闭链路时，低功耗模式

则被禁用。

• 短距强制 - 默认情况下，选择 “启用”可对短距电缆人为将所有端口强制置于

低功耗模式。此设置可被覆盖。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绿色以太网端口设置

使用绿色以太网设置页面可在各个端口上查看和配置绿色以太网设置。

注 如果随后全局设置发生更改，绿色以太网端口设置则被覆盖 （请参阅 “配置绿色以太

网属性”）。

配置绿色以太网端口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端口管理 > 绿色以太网 > 端口设置。

“绿色以太网设置表”页面显示了每个端口的以下信息：

电量检测字段：

• 管理 - 指示是否在端口上启用 “电量检测”模式。

• 运行 - 指示 “电量检测”模式当前是否可在端口上运行 “已启用”。

• 原因 - 指示为何启用或禁用该运行状态。当 “电量检测”运行状态为 “已启

用”时，会显示以下原因：

- 未检测到电量 - 链路中未检测到能量。

当 “电量检测”运行状态为 “已禁用”时，会显示以下原因：

- 端口处于光纤模式 - 管理状态可能为活动，但是端口在光纤模式下工作。

（绿色以太网功能仅适用于铜缆端口。）

- 链路已连接 - 链路中存在活动。

- 管理模式已禁用 - 电量检测模式可人为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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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距字段：

• 自动 - 指示是否已在端口上人为启用 “短距”模式。

• 强制 - 指示是否已在端口上启用 “短距强制”模式。

• Oper - 指示 “短距”模式是否已在端口上运行 （启用）。

• 原因 - 指示“短距”运行状态为何为活动或非活动。当启用“短距”运行状态

时，可能会显示以下原因：

- 短电缆 < 10m - 端口已检测为具有 “短距”电缆。

- 强制 - “短距”模式已在端口上人为强制使用。

当 “短距”运行状态为 “已禁用”时，可能会显示以下原因：

- 长电缆 > 10m - 电缆长度超过 10 米。

- 断开 - 链路关闭。

- 光纤 - 端口在光纤模式下运行，并且不适用于绿色以太网操作。

- 管理模式已禁用 - 短距模式已人为禁用。

- 并非 GIG 速度 - 端口未在 1G 的速度下运行，因而不适用于绿色以太网操

作。

- 未知电缆长度 - 无法确定电缆长度。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并单击编辑。

步骤  3 配置以下设置：

• 电量检测 - 选择在端口上人为启用 “电量检测”。

• 短距自动 - 选择在端口上启用 “短距自动”模式。

• 短距强制 - 选择在端口上启用 “短距强制”模式。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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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管理

本章介绍了配置虚拟 LAN 的方式。

具体包括以下主题：

• 创建 VLAN

• 配置 VLAN 接口设置

• 配置 VLAN 成员关系

• 配置端口 VLAN 成员关系

• 设置默认 VLAN

• 介质 VLAN

• 语音和介质

位于第 2 层交换机上的虚拟 LAN (VLAN) 提供了桥接和路由两者的部分优势。 VLAN 
交换机可以像网桥一样根据第 2 层帧头高速转发流量。它还可以像路由器一样将网络

划分为逻辑段，以提供更好的管理、安全性和组播流量管理。

VLAN 由一组终端工作站以及连接这些终端工作站的交换机端口组成。您可以根据不同

原因划分逻辑段，例如部门或项目成员关系。唯一的要求是终端工作站和与之相连的

端口应属于同一个 VLAN。

网络中的每一个 VLAN 均有一个关联的 VLAN ID，显示在 VLAN 上传输的第 2 层帧头

数据包的 IEEE 802.1Q 标签 （也称为 VLAN 标签）中。如果终端工作站删除了标签或

标签的 VLAN 部分，则准备接收数据包的第一个交换机端口将拒绝该数据包，或插入

一个与其默认 VLAN ID 相匹配的标签。每个端口能够为多个 VLAN 处理流量，但它只

能支持端口 VLAN ID (PVID)。

交换机已预配置 VLAN ID 1 作为默认 VLAN。所有端口都是此 VLAN 的成员，并且使用

其 VLAN ID (1) 作为它们的 P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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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VLAN

在创建 VLAN 页面中，您可以定义和配置网络上的 VLAN。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

航窗口中单击 VLAN 管理 > 创建 VLAN。

“VLAN 表”显示 VLAN ID、名称 （如果有）、已预配置的 VLAN (VLAN ID 1) 的类型

以及任何已添加的 VLAN。必须配置一个端口作为默认 VLAN。所有其他端口的类型

都是静态端口。交换机已预配置 VLAN ID 1 作为默认 VLAN。所有端口都是此 VLAN 的
成员，并且使用其 VLAN ID (1) 作为它们的 PVID。

如果创建了其他 VLAN，您可以将其中之一配置为默认 VLAN。（请参阅 “设置默认 
VLAN”。）已配置的默认 VLAN 不可删除。静态 VLAN 可以删除。但是对于 VLAN 
ID 1 而言，即使其配置为静态 VLAN，也无法删除。

您 多可创建 16 个 VLAN， VLAN ID 大可分配为 4094。创建新的 VLAN 或多个 
VLAN 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添加，

步骤  2 选择 "VLAN" 并输入一个 VLAN ID。

或者，通过选择“范围”并在此范围中指定起始和结束的 VLAN ID 来创建多个 VLAN。

步骤  3 在创建单个 VLAN 时，可以输入一个可选的 VLAN 名称以方便参考。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 VLAN 接口设置

您可以使用接口设置页面查看并配置端口 VLAN 标记功能。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

航窗口中单击 VLAN 管理 > 接口设置。

“接口设置表”显示每个端口的 VLAN 配置。要显示链路聚合组的 VLAN 配置，请从

“接口类型”列表中选择 "LAG"。

配置 VLAN 接口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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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为所选端口或 LAG 配置以下设置：

• 接口 VLAN 模式 - 选择一个选项用于配置与 VLAN 成员关系以及标记有关的端

口类型。

- 一般 - 端口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已添加标签或未添加标签的 VLAN 的成员。这

一模式支持 IEEE 802.1Q 规范 VLAN 标签中指定的所有功能。

- 访问 - 该端口仅接受未添加标签的帧。访问端口可以仅是一个 VLAN 的成

员，并且可以使用 VLAN ID 作为其端口 VLAN ID (PVID)。访问端口通常用

于连接主机，这些主机通过物理方式连接到端口以成为 VLAN 的成员。

- 中继 - 该端口可以仅是一个未添加标签的 VLAN （也称作本地 VLAN）的成

员，并且可以是任何数目的已添加标签 VLAN（也可以不是任何已添加标签 
VLAN）的成员。中继端口通常用于为多个 VLAN 传输从交换机到其他网络

设备 （例如到上行路由器或边缘交换机）的流量。

• PVID - 端口 VLAN ID 表示该接口所从属的默认 VLAN。对于中继端口，应将 
PVID 设置为已配置的本地 VLAN ID。对于一般端口，您可以将 PVID 配置为交

换机上任意有效的 VLAN ID。对于访问端口，应将 PVID 设置为访问 VLAN ID。

• 本征 VLAN - （仅限中继端口）本地 VLAN 用于标识中继端口未添加标签的 
VLAN 成员关系。选择 “默认 VLAN”将该项设置为与端口的默认 VLAN 相
同，或选择 “用户定义”来指定另一个 VLAN ID。

• PVID -（仅限一般端口）端口 VLAN ID。当端口是未添加标签的成员时，PVID 
与 VLAN ID 相同。

• 访问 VLAN - （仅限访问端口）访问端口可以仅是一个 VLAN （也称作访问 
VLAN）的成员。访问 VLAN ID 是访问端口的端口 VLAN ID。

• 帧类型 - 指定端口上接受的帧类型：

- 只接受未添加标记 - 端口上仅接受未添加标签的帧。已添加标签的帧将被丢

弃。

- 只接受已添加标记 - 端口上仅接受已添加标签的帧。未添加标签的帧将被丢

弃。

- 全部接受 - 端口上接受已添加标签和未添加标签的帧。

访问端口仅接受未添加标签的帧。中继端口可以是 多一个未添加标签的 VLAN 
的成员，也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已添加标签的 VLAN 的成员。如果中继端口同时

是未添加标签和已添加标签的 VLAN 的成员，则该端口将接受所有类型的帧。

如果中继端口仅是已添加标签的 VLAN 的成员，则该端口仅接受已添加标签的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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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站过滤 - 选择该项启用端口上的入站过滤。启用入站过滤后，交换机仅接受

来自于所从属的 VLAN 的帧。从其他 VLAN 接收的帧将被交换机丢弃。所有在

“访问”或 “中继”模式下的端口会始终启用其入站过滤。只有设置为 “一

般”模式的端口可以禁用或启用入站过滤。

• VLAN 优先级 - 端口的默认 802.1p 优先级值。您可以根据端口配置的 QoS 信任

模式以及数据包的类型，在传入数据包中应用该值。有关配置端口信任模式的

信息和说明，请参阅 “QoS （服务质量）属性”。

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更改接口 VLAN 模式

端口的接口 VLAN 模式更改后，交换机将按照以下步骤自动处理受影响的 VLAN 成员

关系配置：

从访问端口更改为中继端口

VLAN 配置不会发生改变。访问端口 VLAN 将成为中继端口的本地 VLAN。该端口必须

遵循适用于中继端口的限制。

从中继端口更改为访问端口

如果原始中继端口有未加标签的 VLAN 成员，那么除了该 VLAN 外，该端口与所有其

他 VLAN 的关系都将被删除。 PVID 将设置为未添加标签的 VLAN ID。

如果原始中继端口没有未添加标签的 VLAN 成员，则该端口将成为默认 VLAN 的成员，

且与所有其他 VLAN 的关系都将被删除。该端口的 PVID 将设置为默认 VLAN ID，且

端口将设置为只接受未添加标签或添加了优先级标签的数据包。对于默认 VLAN，端

口将设为未添加标签。

从访问端口更改为一般端口

除非端口现在可以接受所有帧，否则 VLAN 配置不会发生改变。作为一般端口，它可

以是任何 VLAN 的已添加标签或未添加标签成员。

从一般端口更改为访问端口

如果原始一般端口有一个未添加标签的 VLAN 成员，那么除了该 VLAN 外，该端口与

所有其他 VLAN 的关系都将被删除。该端口将配置为此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

如果原始一般端口没有未添加标签的 VLAN 成员，则该端口将成为默认 VLAN 的成

员，且与所有其他 VLAN 的关系都将被删除。该端口的 PVID 将设置为默认 VLAN，

并且端口将设置为只接受未添加标签或添加了优先级标签的数据包。对于默认 
VLAN，端口将设为未添加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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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继端口更改为一般端口

VLAN 配置不会发生改变。作为一般端口，它可以是任何 VLAN 的已添加标签或未添加

标签成员。

从一般端口更改为中继端口

VLAN 配置不会发生改变。一般端口的 PVID 用于配置中继端口的本地 VLAN。该端口

必须遵循适用于中继端口的限制。

假设某个一般端口是 VLAN 1、 10 和 20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且端口的 PVID 为 1。

当该端口更改为中继端口时， VLAN 1 将成为本地 VLAN。而中继端口仍是 VLAN 10 
和 20 的成员，但现在已启用了标记功能。

删除 VLAN

如果删除了 VLAN，将发生以下操作：

• 如果已删除的 VLAN 是中继端口的本地 VLAN，则中继端口的本地 VLAN 和 PVID 
将更改为默认 VLAN。

• 如果访问端口是删除的 VLAN 的成员，则该访问端口将成为默认 VLAN 的成员，

并且它的 PVID 将更改为默认 VLAN。

• 如果一般端口已配置为使用 VLAN ID 作为其 PVID，则一般端口的 PVID 将更改

为默认 VLAN ID。其他 VLAN 成员关系不会发生变化。

配置 VLAN 成员关系

您可以使用这些页面查看和配置 VLAN 成员关系：

• 在 “端口到 VLAN”页面中，您可以选择一个 VLAN 并配置其成员端口。请参

阅 “配置 VLAN 端口”。

• 在 “端口 VLAN 成员关系”页面中，您可以选择一个端口，并将其配置为一个

或多个 VLAN 的成员。请参阅 “配置端口 VLAN 成员关系”。

默认情况下，所有端口都是 VLAN 1 的成员。您可以更改任何端口的 VLAN 成员关系。

VLAN 成员关系可以配置为已添加标签或未添加标签。

• 如果交换机从 VLAN 接收到未添加标签的帧，则它在将帧转发至配置为该 VLAN 
已添加标签成员的出站端口之前，会插入一个 VLAN 标签。

• 如果交换机从 VLAN 接收到未添加标签的帧，则交换机会将其原样转发至配置

为该 VLAN 未添加标签成员的出站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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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交换机从 VLAN 接收到已添加标签的帧，则它在将帧转发至配置为 VLAN 
未添加标签成员的出站端口之前，会删除该 VLAN 标签。

• 如果交换机从 VLAN 接收到已添加标签的帧，则交换机会将其原样转发至配置

为该 VLAN 已添加标签成员的出站端口。

配置 VLAN 端口

使用 “端口到 VLAN”页面分配 VLAN 端口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VLAN 管理 > 端口到 VLAN。

对于已选择的 VLAN ID 和端口 /LAG，本页面显示了接口端口模式 （“访问”、“中

继”和 “一般”）的管理配置、成员关系、标记选项以及与 VLAN 有关的每个端口的 
PVID。（有关配置此设置的说明，请参阅 “配置 VLAN 接口设置”。）

步骤  2 选择 VLAN ID 以配置并使用 “接口类型”列表显示端口或 LAG。

步骤  3 对每一个接口配置以下参数：

• 成员 - 如果要使端口成为 VLAN 的成员，请选中此框；如果不想使端口成为 
VLAN 的成员，请取消选中此框。默认情况下，端口不是 VLAN 成员。

• 已添加标记 - 如果退回到端口的所有 VLAN 数据包要添加标签，请选择“已添加

标记”。否则，请选择 “未添加标记”。默认情况下，中继端口是添加标签的。

该选项仅在端口是 VLAN 成员时可用。

• 未添加标记 - 如果退回到端口的所有 VLAN 数据包不需要添加标签，请选择

“未添加标记”。否则，请选择 “已添加标记”。访问端口始终是未添加标签

的。默认情况下，一般端口是未添加标签的。该选项仅在端口是 VLAN 成员时

可用。

• PVID - 如果端口使用所选的 VLAN ID 作为其 VLAN ID (PVID)，请选中此框。否

则，取消选中此框。如果要为一个访问端口或中继端口选择 PVID，则该端口必

须是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端口接收的未添加标签数据包将被分配到相应

的 VLAN。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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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端口 VLAN 成员关系

配置端口 VLAN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VLAN 管理 > 端口 VLAN 成员关系。

默认情况下，该页面显示每个端口的 VLAN 信息。您可以使用过滤设置显示 LAG 端口的 
VLAN 信息。该页面显示接口 VLAN 模式（“中继”或“访问”）、 PVID 和 VLAN 成
员关系。如果一个端口是多个 VLAN 的成员，您可以选择该端口并单击详情显示单个

端口的信息。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3 要分配或删除一个 VLAN 成员关系，请使用如下所述的箭头按钮。

• 添加 VLAN 成员关系的步骤：单击 “可用”列表中的一个 VLAN，如有需要可

更改其 “标记”属性 （参见下文），然后单击右箭头按钮将该 VLAN 移动至

“已选”列表。

• 删除 VLAN 成员关系的步骤：单击 “已选”列表中的一个 VLAN，然后单击左

箭头按钮将该 VLAN 移动至 “可用”列表。

标记和 PVID 属性

根据接口 VLAN 模式 （“访问”、“中继”或 “一般”），当您在选择“可用”列表中

的 VLAN 时，可以在将 VLAN 移动至接口 “已选”列表之前，指定以下接口属性。

• 成员关系 - 接口可以配置为所选 VLAN 的已添加标签或未添加标签成员。

- 已添加标记 - 如果选择此项，则端口将成为所选 VLAN 的已添加标签成员。

当交换机通过该接口转发为 VLAN 接收的数据包时，它会向该数据包添加 
VLAN ID。

- 未添加标记 - 如果选择此项，则端口将成为所选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

当交换机通过该接口为 VLAN 转发数据包时，交换机不会向该数据包添加 
VLAN ID。

如果接口 VLAN 模式是 “一般”，您可以为任何 VLAN 选择其中一个选项。如

果接口 VLAN 模式是 “访问”，则您仅可以选择一个 VLAN 且必须为接口选择

“未添加标记”选项。如果接口 VLAN 模式是 “中继”，则接口可以被指定为

一个 VLAN 的未添加标签成员，同时可以被指定为其他 VLAN 的已添加标签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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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ID - 如果选择此项，则端口将使用所选的 VLAN ID 作为其端口 VLAN ID (PVID)。
端口在转发帧之前，将向所有在该端口上接收的未添加标签的帧分配 PVID。应

用以下配置规则：

- 如果接口 VLAN 模式是“一般”，则可以选择接口是其添加标签或未添加标

签成员的任何 VLAN 来提供 PVID。

- 如果接口 VLAN 模式是 “中继”，则 PVID 将设置为端口是其已添加标签成

员的 VLAN ID。

- 如果接口 VLAN 类型是“访问”，则 PVID 将设置为访问 VLAN ID，并且该字

段不可修改。

当您选择了”未添加标记”、“已添加标记”和 “PVID”选项，并且将 VLAN 移动至

“已选”列表，则字母 U、 T 和 / 或 P 将追加至 VID 中。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设置默认 VLAN

默认情况下，交换机会自动创建 VLAN 1 作为所有端口和链路聚合组 (LAG) 的默认 
VLAN。如果一个端口没有任何 VLAN 成员关系，则交换机会自动将其配置为默认 
VLAN 的成员。

您可以使用默认 VLAN 设置页面更改默认 VLAN。

当默认 VLAN 的 VID 更改后：

• 曾是原始默认 VLAN 的端口将作为该 VLAN 的成员删除，并且会配置为新的默

认 VLAN 的成员。

• 曾是原始默认 VLAN 成员的端口，其端口 VLAN 标识符 (PVID) 将更改为新的默

认 VLAN 的 VID。

• 如果管理 VLAN 与原始默认 VLAN 相同，则管理 VLAN 将更新为新的默认 VLAN。

• 原始默认 VLAN 的类型将从默认更改为静态，且可以被删除。 VLAN 1 是个例

外。即使不再将 VLAN 1 指定为默认 VLAN，也不能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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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默认 VLAN 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VLAN 管理 > 默认 VLAN 设置。

步骤  2 请从列表中选择 VLAN。

步骤  3 单击应用。

语音和介质

IP 电话 (VoIP) 允许使用计算机数据网络拨打语音电话。随着现代网络中延迟敏感应用

程序（例如 IP 电话）的不断部署，需要合适的 QoS 配置来确保优质性能。语音和介质

功能为语音数据包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分类机制，可使其优先级高于数据包。

语音和介质功能在以太网交换机中识别 IP 电话流量，并向其提供比普通流量更好的服

务等级 (CoS)。交换机支持两种类型的语音和介质：

• 基于协议 - 使用会话初始协议 (SIP) 和 H.323 流量控制识别 IP 电话会话，并在语

音 VLAN 上将这些数据包分配为 高优先级。

• 基于 OUI - 启用该功能的端口将自动成为已配置的语音 VLAN 的成员。交换机

会检测客户端数据包中 MAC 地址前三个字节中的组织唯一标识符 (OUI) 的值，

以便在 IP 电话 VLAN 上对其进行分类并且在自动启动端口上设置优先级。

在 “VLAN 管理” > “语音和介质”菜单中提供了关于配置页面详情的以下主题：

• 显示和添加电话 OUI

• 配置基于 OUI 的语音和介质

• 配置基于 SIP/H323 的语音和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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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和添加电话 OUI

电话 OUI 页面列出了与不同语音 VALN 关联的组织唯一标识符 (OUI)。

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VLAN 管理 > 自动 IP 电话 > 电话 OUI。

用标识符对 “电话 OUI 表”进行预先配置，以用于广泛使用的电话设备。 管理员可以

添加或删除 OUI。启用语音和介质后，端口使用传入数据包的源和 / 或目的 MAC 地址

中的 OUI 数字自动向语音 VLAN 分配语音流量。有关将 VLAN 与 IEEE 802.1p 优先级

关联和为语音和介质启用端口的说明，请参阅 “配置基于 OUI 的语音和介质”。

添加新的 OUI 说明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添加，

步骤  2 指定以下值：

• 电话 OUI - 为电话应用程序输入一个由 3 个八位字节组成的标识符。

• 说明 - 输入服务的说明，例如供应商名称或电话产品。

步骤  3 单击应用和关闭。

配置基于 OUI 的语音和介质

您可以使用 “基于电话 OUI 的自动 IP 电话”页面进行如下操作：

• 使用 MAC 地址中的 OUI 数字为已识别的语音和介质流量配置 IEEE 802.1p 优先

级等级。

• 为基于 OUI 的 IP 电话数据包指定 VLAN。虽然您可以分配交换机上还未创建的 
VLAN ID，但随后必须创建一个 VLAN 来运行该功能（请参阅“创建 VLAN”）。

• 为该功能启用端口。在端口上启用该功能后，端口会自动成为已配置的语音 
VLAN 的成员 （也就是说，管理员无需手动添加端口为 VLAN 的成员）。

配置基于 OUI 的语音和介质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VLAN 管理 > 语音和介质 > 基于 OUI。

步骤  2 选中 "VLAN" 以修改 "VLAN ID" 和 “优先级”字段。

步骤  3 在 "VLAN ID" 字段中，指定传输语音流量的 VLAN。该 VLAN 应该已在交换机上完成

配置 （请参阅 “创建 VLAN”）。

步骤  4 在 “优先级”字段中，为 IP 电话流量指定 IEEE 802.1p 服务等级 (CoS) 优先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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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步骤  6 在 “基于电话 OUI 的接口设置表”中，选择一个接口进行配置，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7 为 “自动 IP 电话模式”选择 “启用”。该端口将自动配置为语音 VLAN 的成员。

步骤  8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基于 SIP/H323 的语音和介质

您可以使用基于 SIP/H323 的 IP 电话页面配置交换机以通过其协议识别 IP 电话流量，

例如会话初始协议 (SIP) 和 H.323。会根据端口上配置的 IP 电话流量的流量类别自动

设置流量的优先级。

配置基于 SIP/H323 的语音和介质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VLAN 管理 > 语音和介质 > 基于 SIP/H323 的 IP 电话。

步骤  2 使用 “接口类型”菜单显示 “基于协议的接口设置表”中的端口或 LAG。

步骤  3 选择一个端口或 LAG 接口进行配置，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4 为 “自动 IP 电话模式”选择 “启用”。

步骤  5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介质 VLAN

介质 VLAN 功能使交换机端口能够传输具有已分配优先级值的语音、视频和信令流量。

为流量分配不同的优先级可使进入同一端口的介质和数据流量分离。当端口上的数据流

量很高时，介质 VLAN 功能有助于确保 IP 电话或视频设备的声音或视频质量不会退化。

由 VLAN 提供的固有流量隔离能够确保 VLAN 间流量处于管理控制之下，且与网络连

接的客户端不会对语音组件进行直接攻击。交换机可使用介质设备数据包中的 IP-DSCP 
或 802.1p 值，将该流量分配到高优先级列队。

交换机使用介质 VLAN 以支持 LLDP-MED 应用程序。（有关此协议的信息，请参阅

“LLDP-MED （链路层发现协议 - 媒体终端发现）”。）对于特定类型的介质流量，每

个介质 VLAN 都与一个 LLDP-MED 应用程序相对应。LLDP-MED 应用程序包括语音、

语音信令、来宾语音、来宾语音信令、软件电话语音、视频会议、流式视频和视频信令。

每个介质 VLAN 都与下列参数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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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可选 VLAN 标记的 VLAN

• IEEE 802.1p 优先级值

• DSCP 值

如果端口通过网络策略启用了 LLDP-MED，交换机会通知该端口其在 LLDP-MED 网络

策略 TLV 中的介质 VLAN。如果发现 LLDP 介质端点，交换机会在相应端口安装介质 
VLAN。您可以启用 “管理发现 - LLDP”页面中的 LLDP-MED 和网络策略。

介质 VLAN 可全局启用和禁用。各应用程序及其介质 VLAN 均根据端口进行配置。例

如，来宾语音可以位于接口 g1 的介质 VLAN 1，也可以位于接口 g2 的介质 VLAN 10。

“介质 VLAN 接口设置表”显示每个可启用介质流量的类型，同时显示该介质流量在

所选端口上的状态和设置。

配置介质 VLAN 应用程序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VLAN 管理 > 语音和介质 > 介质 VLAN。

步骤  2 为 “管理模式”选择 “启用”，以使该功能可以在交换机全局启用，然后单击应用。

步骤  3 在 “接口”列表中选择一个接口进行配置。

!
警告 作为 LAG 成员的端口不可用于介质 VLAN 应用程序（请参阅“配置 LAG （链路聚合

组）”）。

步骤  4 单击编辑。

步骤  5 从 “应用”列表中选择介质流量的类型进行配置：

• 语音

• 语音信令

• 来宾语音

• 来宾语音信令

• 软件电话语音

• 视频会议

• 流式视频

• 视频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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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对于“应用状态”，选择“启用”为所选应用程序启用优先级分配。取消选中此框可禁

用此功能。

步骤  7 如果您已启用 “应用状态”，请启用或禁用以下功能：

• 未添加标记 - 如果介质设备 （LLDP-MED 端点）将发送未添加标签的数据包，

请选择 “启用”。交换机的网络策略 TLV 也必须表明该预期，并且介质设备必

须确认它将使用未添加标签的帧。取消选中此框可禁用此功能。

• VLAN 和 VLAN ID - 选择“启用”以指定一个 VLAN，然后在列表中选择一个 
VLAN ID。取消选中此框可禁用此功能。

• 优先级和优先级值 - 选择 “启用”以设置所选应用程序数据包的优先级。然后

输入介质 VLAN 流量的 IEEE 802.1p 服务等级优先级标记值。优先级标记范围是 
0 – 7。

• DSCP 和 DSCP 值 - 选择“启用”为所选应用程序指定一个 DSCP。然后输入

端口的 DSCP 值。该值的范围是 0-63。

步骤  8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步骤  9 请确保 LLDP-MED 已在接口上启用。有关说明，请参阅 “LLDP-MED （链路层发现

协议 - 媒体终端发现）”。

自动 IP 电话会话

自动 IP 电话会话页面显示有关每个用于 IP 电话会话的语音源、目的地和协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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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树

本章介绍了如何在交换机上配置生成树协议 (STP)。

具体包括以下主题：

• 生成树概述

• 配置 STP （生成树协议）状态和全局设置

• 配置 STP 接口设置

• RSTP 接口设置

生成树概述

STP 能够使包括多个网桥的网络进行高效通信。在这些网络上的设备可以获取到相同

端点的多个 （即冗余）路径。虽然路径冗余在特定链接断开时维持数据流方面令人满

意，但它可能产生影响网络性能、混淆转发算法的流量循环。

每一个启用 STP 的网桥都会与其他网桥交换网桥协议数据单元 (BPDU)。 BPDU 能够

识别网桥端口的 MAC 地址以及与每个端口关联的优先级和成本。 STP 会利用此信息

建立一个拓扑，该拓扑可在网络上任意两个工作站之间提供一个活动路径。这些工作

站之间的重复路径将被置于待机状态，仅在活动路径不可用时才使用这些路径。

BPDU 交换还有助于网络中根网桥和根端口的选择。根网桥提供了一个参考点，其他

网桥均可使用该参考点，通过合计每个路径中所有端口的成本并选择具有 低总成本

的路径，来计算 低成本路径。将网桥连接至 低成本路径的端口称为网桥的根端口。

选择根网桥并建立每个根端口后，每个网络区段便能够确定由哪个网桥向根端口提供

低成本路径。提供该路径的端口名为网络区段的指定端口。生成树将禁用用于该网

络区段的其他端口，或者指定这些端口作为替换端口或备份端口。

支持的生成树版本包括公共生成树 (CST) 快速 STP (RSTP)。

• CST (IEEE 802.1D) 是原始协议版本，它可在终端工作站之间提供单条路径，从

而避免和消除环路。

• RSTP (IEEE 802.1w) 提供了协议增强功能，从而使网络能够更快地达到 佳 
STP 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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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TP （生成树协议）状态和全局设置

您可以使用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页面启用 STP，然后选择 STP 操作模式并配置网桥

优先级设置。您也可以查看 STP 拓扑的状态信息。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

单击生成树 >STP 状态和全局设置。

在该页面中，您可以配置全局设置和网桥设置，并显示有关指定根的信息。

配置全局和网桥设置

配置 STP 全局设置和网桥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指定以下全局设置：

• 生成树状态 - 选择该设置以在交换机上启用 STP 操作。您还必须在单个端口上

启用 STP 操作 （请参阅 “配置 STP 接口设置”）。

• STP 运行模式 - 选择 “传统 STP”或 “快速 STP”模式。快速生成树协议 
(RSTP) 是生成树协议 （802.1D 标准）的进化版；它可在拓扑更改后使生成树

更快地聚合。

• BPDU 处理 - 网桥协议数据单元 (BPDU) 是在交换机之间为计算 STP 拓扑而交

换的消息。选择在接口上禁用生成树时处理 BPDU 数据包的方法：

- 过滤 - 使端口丢弃在禁用 STP 的接口上接收的 BPDU。

- 泛洪 - 允许在非生成树端口上接收的 BPDU 泛洪转发至所有其他非生成树端

口。

步骤  2 指定以下网桥设置：

• 优先级 - 网桥优先级值。每个交换机或网桥在运行 STP 时都会被分配一个优先

级。交换 BPDU 后，网桥标识符 低的交换机将成为根网桥。网桥优先级值必

须是 4096 的倍数。如果您指定的优先级值不是 4096 的倍数，则优先级值会自

动设置为下一个 小的 4096 的倍数；如果您尝试将优先级值设置为 0 到 4095 
之间的任意值，则优先级值将设置为 0。默认优先级值为 32768。有效范围是 
0-61440。

以下信息将在页面的这一部分显示：

• Hello Time - 网桥发送配置消息的时间间隔。

• 最长时间 - 网桥在实施拓扑更改之前等待的时间量 （以秒为单位）。

• 最大跳数 - 丢弃 BDPU 以及端口信息过期之前的跳跃次数。跳跃计数 多为 20 
次，且不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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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延迟 - 网桥在转发数据包之前保持监听和获取状态的时间量（以秒为单

位）。

• 保持时间 - 在通过网桥端口传输配置 BPDU 之间间隔的 小时间段 （以秒为单

位）。

以下信息将在页面的 “指定的根”部分显示：

• 网桥 ID - 网桥标识符，由网桥优先级与网桥基本 MAC 地址组合而成。

• 根网桥 ID - 根网桥的网桥 ID。所有网桥中网桥 ID 低的将成为根网桥。

• 根端口 - 提供从该网桥到根网桥的 低成本路径的端口号。这在网桥不为根网

桥的情况下效果很显著。默认为零。

• 根路径成本 - 从该网桥到根网桥的路径成本。

• 拓扑更改总数 - 已发生的 STP 状态更改总数。

• 最近拓扑更改 - 自上次拓扑更改发生以来的时间总量。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 STP 接口设置

STP 接口设置页面为独立端口或 LAG 指定 STP 属性。这些设置适用于 “传统 STP”
和 “快速 STP”。

编辑端口或 LAG 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生成树 >STP 接口设置。

“STP 接口设置表”显示每个端口和 LAG 的配置信息。默认情况下，所有端口均启用

以进行 STP 操作。

注：端口 /LAG 列表可能跨越多个页面。使用 “页码”列表显示下一组条目。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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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输入参数：

• STP - 选择该项可在端口 /LAG 上启用 STP 操作。

• 自动边缘 - 选择 “启用”以使交换机自动确定该端口是否为边缘端口。如果端

口没有连接至网桥，则该端口为边缘端口。自动检测将加快端口向转发状态的转

换。在转发状态下，端口可转发流量并获取 MAC 地址。

• 边缘端口 - 选择 “启用”将端口手动配置为边缘端口。

• BPDU 处理 - 网桥协议数据单元 (BPDU) 是在交换机之间为计算 STP 拓扑而交

换的消息。选择在接口上禁用生成树时处理 BPDU 数据包的方法：

- 过滤 - 使端口丢弃在禁用 STP 的接口上接收的 BPDU。

- 泛洪 - 允许在非生成树端口上接收的 BPDU 泛洪转发至所有其他非生成树端

口。

• 路径成本 - 指定端口路径成本。端口路径成本是端口在根网桥路径成本中所占

的成本。路径成本用于在重新选择路径时转发流量。选择 “使用默认设置”以

根据端口速度设置路径成本。或者选择 “用户定义”以设置一个 0 到 
200,000,000 之间的自定义值。零值表示路径成本是根据端口速度设置的。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新的配置和以下有关端口 /LAG 的信息将显示在 “STP 接口表”中。

• 边缘运行状态 - 用于表示该端口当前是否作为“边缘端口”运行。如果由于下列

配置之一使得端口处于转发状态，则将显示为 “已启用”：

- 该端口已配置为 “边缘端口”，因此将自动进入转发状态。

- 该端口已配置为 “自动边缘”端口，并且由于没有接收 BDPU，该端口已

转换为转发状态。

• 端口状态 - 端口目前的 STP 状态。如果启用该项，则该端口状态将决定在流量

上执行的转发操作。可能的端口状态包括：

- 已禁用 - 目前在端口上禁用 STP。该端口不会加入生成树，但它处于操作状

态，可获取 MAC 地址并转发流量。

- 阻塞 - 端口目前被阻塞，且无法转发流量或获取 MAC 地址。

- 监听 - 端口目前处于监听模式。端口无法转发流量，也无法获取 MAC 地
址。

- 学习 - 端口目前处于获取模式。端口无法转发流量，但能够获取新的 MAC 
地址。

- 转发 - 端口目前处于转发模式。端口可以转发流量且获取新的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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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的网桥 ID - 向 LAN 提供 低根路径成本的网桥的网桥标识符。此 ID 为网桥

优先级与网桥基本 MAC 地址组合而成。

• 指定的端口 ID - 向 LAN 提供 低根路径成本的指定网桥上的端口标识符。此 ID 
为端口优先级与端口接口编号组合而成。

• 指定成本 - 从指定网桥到根网桥的根路径成本。如果 STP 检测到环路，则指定成

本越低的端口越不容易被阻塞。

• 速度 - 端口速度。

• LAG - 端口所从属的 LAG （如果有）。

RSTP 接口设置

快速生成树协议 (RSTP) 可确保在任何桥接 LAN 上形成更快的无环路生成树聚合。若

要显示 RSTP 接口设置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生成树 >RSTP 接口设置。

选择 RSTP 作为生成树模式后，快速生成树拓扑会自动形成。使用 STP 状态和全局设
置页面启用 RSTP 模式。

默认情况下，“RSTP 接口设置表”显示每个端口的信息。使用“接口类型”列表显示

表中的端口或 LAG。“RSTP 接口表”显示每个端口的以下信息：

• 点到点运行状态 - 如果物理端口在双全工模式下操作，则该端口就有一个到 
LAN 的点到点连接。

• 端口角色 - 由 STP 算法指定以提供给 STP 路径的端口角色。该字段可能的值包

括：

- 根 - 提供到根网桥的 低根路径成本。

- 指定 - 提供从 LAN 到根网桥的 低根路径成本。交换机是 LAN 中的指定网

桥。

- 备选 - 提供从根接口到根网桥的备用路径。

- 备份 - 提供指向生成树叶节点的指定端口路径的备份路径。只有当环路中的

两个端口通过点到点链路进行连接，或者 LAN 具有两条或多条连接至共享

网段的连接时，才会出现备份端口。

- 已禁用 - 端口不会加入生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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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 - 用于表示端口的 RSTP 管理模式是处于启用状态还是禁用状态。

• 边缘端口运行状态 - 如果已为端口或 LAG 启用此项，则端口将被自动置于转发

状态。有关修改此设置的说明，请参阅 “配置 STP 接口设置”。

• 端口状态 - 端口的操作状态。

您可以选择一个端口并单击激活协议迁移使交换机向该端口发送 RSTP BPDU。这可

以用来测试 LAN 上的所有老旧网桥是否已经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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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地址表

本章介绍了交换机的过滤数据库中介质访问控制 (MAC) 地址的静态配置和动态获取过

程。交换机通过搜索其过滤数据库来确定要将数据包转发至的端口。过滤数据库在本

文档中也称为桥接表。搜索是基于数据包的 VLAN 和目的 MAC 地址进行的。如果搜索

并未产生匹配条目，交换机会将数据包转发到 VLAN，其中不包括入站端口。

具体包括以下主题：

• 配置静态 MAC 地址

• 配置动态地址的过期时间

• 动态 MAC 地址

配置静态 MAC 地址

静态地址页面显示 MAC 地址列表，其中列出手动配置到交换机桥接表中的 MAC 地
址。静态 MAC 地址还与 VLAN 和端口关联。

添加静态 MAC 地址条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MAC 地址表 > 静态地址。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输入参数：

• VLAN ID - 选择具有该静态 MAC 地址的设备所位于的 VLAN。

• 接口 - 指定访问具有该静态 MAC 地址的设备所需通过的端口 /LAG。

• MAC 地址 - 输入静态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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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 为此静态 MAC 地址选择一个状态：

- 永久 - 当选中此状态时，静态 MAC 地址不会过期。不过，请注意如果重新

启动交换机，则不会恢复条目，除非将运行配置文件类型复制到启动配置文

件类型。请参阅 “复制和保存配置文件”。

- 安全 - 当选中此状态时， MAC 地址是安全地址，且与端口安全性功能结合

使用。当 MAC 地址在端口上安全时，源自该 MAC 地址的数据包仅可从安

全端口进入，否则，将会丢弃数据包。如果在端口上禁用了端口安全性，则

会从静态 MAC 地址列表中删除 MAC 地址。当在端口上启用端口安全性时，

该端口 多可以支持 256 个静态和动态 MAC 地址。（有关详情，请参阅

“启用端口安全性”）。

- 超时即删除 - 当选中此状态时，静态 MAC 地址为静态地址，但是可能会由

于非活动状态而过期。在此情况下，会将其视作动态获取的 MAC 地址。请

参阅动态地址设置来设置过期间隔。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注 若要删除静态 MAC 地址，在表中将其选中并单击删除。

配置动态地址的过期时间

在动态地址设置页面中，您可以设置过期时间。经过该时间后，系统将会删除动态 
MAC 地址表中尚未刷新的地址。过期间隔适用于动态获取的地址和配置为 “超时即删

除”的静态地址。默认的过期时间为 300 秒。

配置过期时间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MAC 地址表 > 动态地址设置。

步骤  2 在 10 到 1,000,000 秒范围内指定过期时间。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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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MAC 地址

当无法在自身桥接表中找到与传入数据包的 VLAN 和目的 MAC 地址匹配的条目时，交换

机将会获取该数据包的 MAC 地址、 VLAN 和入站端口，并向动态地址表添加一个条目。

为了防止桥接表溢出并为新地址腾出空间，如果在所配置的过期间隔内没有从动态 MAC 
地址接收到任何流量，系统会将该地址从桥接表中删除 （请参阅 “配置动态地址的过

期时间”）。

若要显示动态地址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MAC 地址表 > 动态地址。

注 当动态地址表包含 大数量的条目时，该页面可能需要 45 秒才可显示。

默认情况下，动态地址表会显示所有动态获取的 MAC 地址。您可以输入过滤条件并

单击转至来过滤显示内容。通过 VLAN ID 过滤器，可显示特定 VLAN 的表条目。通过 
MAC 地址过滤器，可显示特定 MAC 地址的表条目。通过接口过滤器，可显示特定端口

或 LAG 的条目。单击清除过滤器可显示所有条目。

对于获取的每个条目，动态地址表会显示以下字段：

• VLAN ID - 在其中获取 MAC 地址的 VLAN。仅当帧与此 VLAN 关联时，才会

将其转发到接口。

• MAC 地址 - 动态获取的 MAC 地址。

• 接口 - 在其中动态获取 MAC 地址的端口。将此 MAC 地址和 VLAN 指定为目标

的帧将会转发出到此端口。

单击清除表可清除表中的所有动态 MAC 地址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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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

本章介绍了如何配置将数据包从一个源转发到多个目标的组播协议。

其中包含以下主题：

• 组播属性

• 配置 MAC 组地址

• 配置 IGMP 侦听

• 配置 MLD （组播侦听器发现）侦听

• 配置 IGMP 组播路由器接口

• 配置 MLD 组播路由器接口

组播协议可将数据包从一个源发送到多个接收者。它们可以促进带宽使用率的优化并

有助于减少主机和路由器中的处理负载，这使组播协议成为各种应用程序 （例如音频

和视频会议、白板工具和股票分布指示器）中的理想选择。

交换机维护着一个组播转发表，可对随组播目的 MAC 地址一起发送的数据包做出转

发决策。当组播仅限于指定端口使用时，会阻止流量向没有接收者的网络部分传送。当

数据包进入交换机时，目的 MAC 地址与 VLAN ID 组合在一起，并在组播转发表中执

行搜索。如果未发现匹配，那么会将数据包转发到 VLAN 中的所有端口，或将其丢

弃，具体取决于交换机的配置。如果发现匹配，则将数据包仅转发到属于该组播组成

员的端口。

组播条目可以通过侦听 （窥听）管理组播成员的第 3 层协议来获取：

• IPv4 组播组地址可通过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IGMP) 来获取。

• IPv6 组播组地址可通过组播侦听器发现 (MLD) 协议来获取。

特定 VLAN 的 IGMP 和 MLD 组播路由器接口可进行静态或动态配置。组播路由器使

用 IGMP 和 MLD 来管理组播组的成员。若要使交换机支持 IGMP/MLD 在 VLAN 中正

确侦听，同样也需要组播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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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属性

您可以使用组播属性页面来指定如何在 VLAN 内转发组播数据包。

配置所有 VLAN 组播转发模式

可以对交换机如何以每个 VLAN 为基础转发组播数据包进行配置。当创建 VLAN 时，

将分配一个默认组播转发选项。您可以使用全局组播模式设置将交换机上当前配置的

所有 VLAN 设置成为选定的转发模式。全局设置不会对随后创建的 VLAN 创建默认设

置，而仅会确保使用指定模式配置所有现有 VLAN。

使用特定组播转发模式配置所有当前 VLAN 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组播 > 属性。

步骤  2 选择一种可应用到所有 VLAN 的全局组播模式。如果已使用其他不同模式配置了 VLAN，

则会将其重置为以下模式：

• 转发未注册 - 如果从 VLAN 中接收了发往组播目标地址的数据包，并且 VLAN 
中没有端口注册为对该地址接收组播数据包，那么该数据包会被转发到 VLAN 
中的所有端口。接受或丢弃数据包的责任在于主机。如果接受了某一组播数据

包，且注册了对其进行接收的端口，则该数据包仅会发送到注册的端口。

• 全部转发 - 所有从 VLAN 接收的组播数据包均会转发到 VLAN 中的所有端口，而

不考虑对于组播地址的端口注册情况。

• 过滤未注册 - 如果从 VLAN 中接收了发往组播目标地址的数据包，且 VLAN 中
没有端口注册为对该地址接收组播数据包，则会丢弃数据包。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 VLAN 组播属性

将 VLAN 配置为转发模式不同于全局组播模式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从 "VLAN ID" 菜单中选择 VLAN，并单击编辑。

步骤  2 按 “配置所有 VLAN 组播转发模式”中所述选择组播模式。

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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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AC 组地址

在 MAC 组地址页面中，您可以查看并配置交换机上组播组 MAC 地址和 VLAN 间的关

联性。您可以配置静态关联，或者可以通过 IGMP 或 MLD 侦听来动态获取这些关联。

当所接收数据包的组播组地址与 MAC 组地址表中的条目相匹配时，该数据包仅会发

送到属于 VLAN 成员的端口。

交换机 多支持 32 个静态和动态 MAC 组地址表条目。如果在可配置时间内没有接收

到发往 MAC 组地址的数据包，动态条目即过期 （请参阅 IGMP 侦听页面来配置 
IGMP 组成员间隔）。

查看 MAC 组地址表

若要查看 MAC 组地址表，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组播 > MAC 组地址。

默认情况下，所有条目均会显示在表中。您可以通过使用 VLAN ID 和 MAC 组地址过

滤器来仅显示与指定值匹配的条目。将显示以下字段：

• 类型 - 表示条目是静态配置还是动态获取。

• VLAN ID - 当组播数据包与指定组播 MAC 地址匹配时将组播数据包转发到的 
VLAN ID。

• MAC 组地址 - 十六进制格式的组播组 MAC 地址，看作是传入数据包目的 
MAC 地址。

添加静态 MAC 组地址表条目

添加静态组播 MAC 地址并将其与 VLAN 关联的步骤：

步骤 1 在 MAC 组地址页面中单击添加。

步骤  2 输入参数：

• VLAN ID - 从列表中选择 VLAN。

• 地址类型 - 选择 IPv4 可指定一个 32 位 IPv4 表示法 (xxx.xxx.xxx.xxx) 格式的地址，

或者选择 MAC 以指定一个 6 位十六进制格式 (xx.xx.xx.xx.xx.xx) 的地址。

• MAC 组地址 - 以选定格式输入地址。对于 IPv4 地址， 23 个 低有效字节会被

映射到以太网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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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该条目将显示在 MAC 组地址表中。

配置 MAC 地址组端口成员关系

默认情况下，指定到组播 MAC 地址的数据包会在所有端口上转发。端口通过 IGMP 
数据包的交换可能会动态成为特定 MAC 地址组的成员，或者您也可以将其静态配置

成为成员。

查看详细信息并配置组播组地址的端口成员的步骤：

步骤 1 在 MAC 组地址页面上选择一个条目并单击详情。

该页面用于标识每个端口上组播组地址的成员。状态 “无”表示端口不包含成员。

步骤  2 单击静态可将端口配置成为组播 MAC 地址的静态成员。

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 IGMP 侦听

互联网组管理协议 (IGMP) 是第 3 层互联网协议，用于使 IPv4 网络可以管理组播组成

员关系。（如 “配置 MLD （组播侦听器发现）侦听”中所述， IPv6 组播流量通过 
MLD 协议进行管理。） IGMP 通信在 IGMP 路由器和启用 IGMP 的主机 （客户端）间

进行。尽管交换机不会触发 IGMP 数据包或对其进行响应，但可以配置为在交换机连

接的路由器和客户端之间侦听 IGMP 通信，同时制定帮助减少多余网络流量的转发决

策。此侦听行为称为 IGMP 侦听。这对高带宽组播网络流量非常有益。

通常，当交换机接收到广播或组播数据包时，交换机会将数据包的一个副本转发到其

余每个网络区段中。此方法非常适合需要由所有已连接节点处理的广播数据包。然

而，对于组播数据包，此方法可能会降低对网络带宽的使用效率，尤其是当数据包仅

需要由少量节点处理时；数据包会被转发到节点无意接收数据包的网络区段中。

IGMP 侦听可让交换机拦截来自 IGMP 客户端的成员关系报告以及来自路由器的查询。

如果拦截的通信显示在 VLAN 内的特定组播目标地址链接上不存在 IGMP 客户端，那

么交换机不会将那些组播数据包的副本发送到该网络区段。

可在每个 VLAN 上启用或禁用 IGMP 侦听。当在 VLAN 上启用 IGMP 侦听时， IGMP 
侦听会在属于该 VLAN 成员的所有接口上执行。

尽管 IGMP 以 IP 组播地址为基础，交换机仍会根据同等的 MAC 地址执行实际的组播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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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GMP 侦听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组播 > IGMP 侦听。

步骤  2 对 “IGMP 侦听状态”选择 “启用”。

步骤  3 在 “IGMP 侦听表”中单击添加。

步骤  4 对于 VLAN ID，选择可支持 IGMP 侦听的 VLAN。

步骤  5 配置以下设置：

• IGMP 快速离开 - 选择“启用”，可让交换机在接收到该组播组 IGMP 离开消息

时从其组播转发表中即刻删除端口 （或 LAG）。启用此功能后，交换机会删除

端口，而不必首先向接口发出一般查询。请仅在每个端口只连接一个主机的 
VLAN 上启用快速离开模式。这可以防止无意中丢弃连接到同一端口但仍有意

接收指向该组的多播流量的其他主机。

• IGMP 组成员关系间隔 - 指定在从组播转发数据库条目中删除接口之前交换机

等待来自特定接口上特定组的 IGMP 成员关系报告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选

择“默认”可以指定为 260 秒，或者选择“用户定义”可输入介于 2 到 3600 
秒的值。

• IGMP 最大响应时间 - 指定交换机在发送针对某一接口的查询 （由于交换机没

有接收到在该接口中特定组的报告）之后等待回复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该

值必须小于 IGMP 组成员关系间隔值。选择“默认”可以指定为 10 秒，或者选

择 “用户定义”可输入介于 1 到 25 秒的值。

• IGMP 组播路由器到期时间 - 指定在从 VLAN 中删除某一动态 Mrouter 接口之

前交换机在该接口上等待要接收查询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值 0 表示无限期

的超时，也就是没有过期时间。选择 “默认”可以指定为 0 秒，或者选择 “用

户定义”可输入介于 0 到 3600 秒的值。

步骤  6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新的 VLAN 条目显示在 “IGMP 侦听表”中。

步骤  7 请确保已对此 VLAN （或所有 VLAN）配置了 IGMP 组播路由器接口。请参阅 “配置 
IGMP 组播路由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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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LD （组播侦听器发现）侦听

MLD 是一种由 IPv6 组播路由器使用的协议，用于在其直接连接的链接上查找是否存

在组播侦听器 （希望接收 IPv6 组播数据包的节点），或者查找相邻节点对哪些组播数

据包感兴趣。MLD 衍生自 IGMP，IGMP 可对 IPv4 组播流量执行相似的功能（请参阅

“配置 IGMP 侦听”）。

当启用 MLD 侦听时，交换机会有选择性地将 IPv6 组播数据包转发到所列出的想要接收

数据的端口，而不是将数据包转发到 VLAN 中的所有端口。该列表是通过侦听 IPv6 组
播控制数据包来构建的。

注 交换机支持 MLD 版本 1 和版本 2 数据包的 MLD 侦听。交换机可以配置为同时执行 MLD 
侦听和 IGMP 侦听。

可以在每个 VLAN 中单独启用或禁用 MLD 侦听。尽管 MLD 以 IPv6 地址为基础，交换

机仍会根据同等的 MAC 地址执行实际的组播转发。

启用和配置 MLD 侦听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组播 > MLD 侦听。

“MLD 侦听表”将会列出启用了该功能的每个 VLAN。

步骤  2 对 “MLD 侦听状态”选择 “启用”。

步骤  3 在 “MLD 侦听表”中单击添加。

步骤  4 对于 VLAN ID，选择可支持 MLD 侦听的 VLAN。

步骤  5 输入参数：

• MLD 快速离开 - 选择 “启用”，可让交换机在接收到该组播组 MLD 离开消息

时从其组播转发表中即刻删除端口 （或 LAG）。启用此功能后，交换机会删除

端口，而不必首先向接口发出基于 MAC 的一般查询。请仅在每个端口只连接

一个主机的 VLAN 上启用快速离开模式。这可以防止无意中丢弃连接到同一端

口但仍有意接收指向该组的多播流量的其他主机。

• MLD 组成员关系间隔 - 指定在从组播转发数据库条目中删除接口之前交换机等

待来自特定接口上特定组的 MLD 成员关系报告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选择

“默认”可以指定为 260 秒，或者选择 “用户定义”可输入介于 2 到 3600 秒
的值。

• MLD 最大响应时间 - 指定交换机在发送针对某一接口的查询 （由于交换机没有

接收到在该接口中特定组的报告）之后等待回复的时间（以秒为单位）。该值必

须小于 MLD 组成员关系间隔值。选择 “默认”可以指定为 10 秒，或者选择

“用户定义”可输入介于 1 到 65 秒的值。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107



组播

配置 IGMP 组播路由器接口 8
 

• MLD 组播路由器到期时间 - 指定在从附加了 MLD 组播路由器的接口列表中删

除某一接口之前交换机在该接口上等待要接收查询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值 
0 表示无限期的超时，也就是没有过期时间。选择“默认”可以指定为 0 秒，或

者选择 “用户定义”可输入介于 0 到 3600 秒的值。

步骤  6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

新的 VLAN 条目显示在 “MLD 侦听表”中。

步骤  7 请确保已对此 VLAN 配置了 MLD 组播路由器接口。请参阅“配置 MLD 组播路由器接

口”。

配置 IGMP 组播路由器接口

必须存在 IGMP 路由器来管理 VLAN 中的 IGMP 客户端。对于每个支持 IGMP 侦听的 
VLAN，交换机必须静态配置为具有一个或多个有 IGMP 路由器的接口，或必须动态获

取一个或多个有 IGMP 路由器的接口。具有一个 IGMP 路由器的接口称为 IGMP 组播路

由器接口。启用了 IGMP 侦听的 VLAN 必须具有一个或多个 IGMP 组播路由器接口。一

个 IGMP 组播路由器可为一个或多个 VLAN 提供服务。

使交换机端口或 LAG 用作 IGMP Mrouter 接口并配置相关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组播 > IGMP 组播路由器。

默认情况下，“IGMP 组播路由器表”将会列出每个交换机端口。若要显示 LAG，从

“接口类型”列表中选择 "LAG"。

步骤  2 选择您要配置的端口或 LAG，并单击编辑。

步骤  3 对 “模式”选择 “启用”。

步骤  4 若要指定将此接口用作 IGMP 组播路由器接口的 VLAN，将 VLAN 移动到 “已选”列

表，如下所述。

• 若要选择 VLAN：在 “可用”列表中单击 VLAN，然后单击右箭头按钮将其移

动到 “已选”列表。

• 若要删除 VLAN：在 “已选”列表中单击 VLAN，然后单击左箭头按钮将其移

动到 “可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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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

在 “IGMP 组播路由器表”中，接口会在 “模式”列中显示启用，并列出选定的 
VLAN。

配置 MLD 组播路由器接口

必须存在 MLD 组播路由器来管理 VLAN 中的 MLD 客户端。对于每个支持 MLD 侦听

的 VLAN，交换机必须静态配置为具有一个或多个有 MLD 多播路由器的接口，或必须

动态获取一个或多个有 MLD 多播路由器的接口。具有一个 MLD 路由器的接口称为 
MLD 组播路由器接口。启用了 MLD 侦听的 VLAN 必须具有一个或多个 MLD 组播路由

器接口。一个 MLD 组播路由器可为一个或多个 VLAN 提供服务。

使交换机端口或 LAG 用作 MLD Mrouter 接口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组播 > IGMP 组播路由器。

默认情况下，“MLD 组播路由器表”将会列出每个交换机端口。若要显示 LAG，从

“接口类型”列表中选择 "LAG"。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3 对 “模式”选择 “启用”。

步骤  4 通过使用左右箭头在 “可用”和 “已选”列表间移动 VLAN ID。“已选”列表中的 
VLAN 会将此端口或 LAG 用作 MLD 组播路由器接口。

步骤  5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

在 “MLD 组播路由器表”中，接口会在 “模式”列中显示 “启用”，并列出所包含

的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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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配置

本章介绍了地址解析协议 (ARP) 和域名系统 (DNS) 客户端功能。

具体包括以下主题：

• ARP 表

• 域名系统

ARP 表

交换机维护着地址解析协议 (ARP) 表。表中的每个条目均包含 近与交换机进行通信

的设备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

您可以使用 ARP 页面来显示由管理 VLAN 获取的 ARP 条目。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

导航窗口中单击 IP 配置 > ARP。

可以通过单击清除 ARP 来删除表中的所有条目，管理端口 IP 地址和 MAC 地址除外。

域名系统

交换机支持 IPv4 DNS 客户端功能。当启用为 DNS 客户端时，交换机可向自身的其他

应用提供主机名查找服务，例如 ping、 RADIUS、系统日志、自动配置和 TFTP。交

换机可以配置为使用 DNS 服务器来将主机名解析成 IP 地址。也可以配置为使用主机

名到 IP 地址的静态映射，从而绕过 DNS 服务器。

有关 “IP 配置” > “域名系统”菜单中可用配置页面的详情，请参阅以下主题。

• 配置 DNS 服务器

• 主机名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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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NS 服务器

为了将主机名解析成 IP 地址，客户端会联系一个或多个 DNS 服务器。如果将管理界

面也配置成为 DHCP 客户端，则可以动态获取 DNS 服务器（请参阅 “管理界面”）。

您也可以使用 DNS 服务器页面来静态配置 DNS 服务器。

默认情况下将启用 DNS 客户端功能。

配置全局 DNS 设置

配置 DNS 服务器模式和全局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IP 配置 > 域名系统 > DNS 服务器。

步骤  2 如果尚未启用 DNS 客户端功能，请选择 “启用”以在交换机上实施该功能。

步骤  3 输入以下参数：

• 默认域名 - 指定一个用来补全不合格主机名的域名。例如，finance.yahoo.com 
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域名。如果仅指定了不合格的主机名 finance，则会追加默认

域名 yahoo.com，在这两部分中间会有一个句点。请不要在条目中包含分隔不

合格主机名和域名的句点。默认域名的范围为 1 – 255 个字母数字字符。

• 域重试次数 - 指定尝试发送 DNS 查询的重试次数。范围为 0 – 100，且默认值

为 2 次。

• 域超时 - 指定交换机等待 DNS 查询响应的 长时间 （以秒为单位）。范围为 0
– 3600 秒，且默认值为 3 秒。

注：如果默认域名是从 DHCP 应答消息获取的，则这些域名将显示在 “默认域名”列

表中。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添加 DNS 服务器

DNS 服务器表列出了配置的服务器。

添加 DNS 服务器的步骤：

步骤 1 单击添加。

步骤  2 指定 DNS 服务器 IPv4 或 IPv6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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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并且服务器显示在 DNS 服务器表

中。

主机名映射

使用主机映射页面可查看并配置主机名和 IP 地址之间的关联。可以将主机名和 IP 地址

静态关联。您也可以查看已通过使用 DNS 查询服务的应用程序来动态获取的主机名。

配置静态 DNS 映射

主机映射表中列出了静态分配给交换机上的 IP 地址的主机名。配置静态主机名映射的

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 IP 配置 > 域名系统 > 主机映射。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输入一个包含 1 – 255 个字母数字字符的主机名。主机名必须以字母开头。

步骤  4 输入要与主机名关联的 IPv4 或 IPv6 地址。

步骤  5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查看和删除动态 DNS 条目

DNS 动态条目表可以显示已由使用 DNS 查询服务的应用程序获取的主机名。例如，

如果您对主机名执行 ping 操作，则会调用 DNS 查询服务，获取一个相关联的 IP 地址

并将其添加到表中。

DNS 动态条目表会显示以下字段：

• 主机名称 - 分配到 IP 地址 （或正式主机名）的主机名。

• 总数 - 主机名为此分配所保留的分钟数。

• 经过的时间 - 自主机名分配以来所用的分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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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 将主机名确定为以下之一：

- IP - 分配的主机名与某一 IP 地址关联。

- 规范 - 所分配的主机名为正常表示 （正式）主机名的别名或昵称。例如 
www.google.com 可能为与正式主机名 www.l.google.com 关联的主机名

别名。

• 地址 - 如果 “类型”为 “IP”，此字段将显示与主机名关联的 IPv4 或 IPv6 地
址。如果 “类型”为 “规范”，此字段则会显示别名与其关联的规范主机名。

一个规范 DNS 地址可能与多个主机名别名关联。

若要删除某个动态条目，请将其选中并单击删除。若要删除表中的所有动态条目，则

单击删除所有动态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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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本章介绍了端口、用户和服务器的安全性功能。

具体包括以下主题：

• RADIUS

• 密码强度

• 管理访问配置文件规则

• 验证方法

• 风暴控制

• 端口安全性

• 802.1X

RADIUS

交换机支持远程授权拨入用户服务 (RADIUS) 客户端功能。 RADIUS 已成为大型可访

问网络的管理员在用户访问之前对其进行验证的首选协议。为了以安全的方式对用户

进行验证，将以相同的共享密码或安全密钥配置 RADIUS 客户端和 RADIUS 服务器。

该安全密钥用于生成在所有 RADIUS 数据包中都存在的单向加密验证方。如果不知道

安全密钥，则恶意用户正确仿冒数据包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交换机上的 RADIUS 客户端用于交换机管理访问验证和 IEEE 802.1X ( “dot1X” ) 端
口访问控制 （请参阅 “管理访问配置文件规则”和 "802.1X"）。

您可以使用 RADIUS 页面配置全局 RADIUS 设置和添加 RADIU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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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全局 RADIUS 设置

配置全局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安全 > RADIUS。

步骤  2 输入参数：

• 重试次数 - RADIUS 客户端向 RADIUS 服务器重新发送请求的 大次数。范围

为 1 到 10。默认值为 3。

• 响应超时 - 交换机在发送其他请求之前，等待 RADIUS 服务器回复服务器请求

的秒数。范围为 1 到 30。默认值为 3。

• 无响应时间 - 交换机确定 RADIUS 服务器不可用后，忽略该服务器的时间。忽略

不可用的交换机可以提高交换机响应速度。范围为 0 到 2000。默认值为 0。

• RADIUS 属性 4 (NAS-IP 地址 ) - 选择该选项可使交换机将网络访问服务器 
(NAS) 属性包括在访问请求 RADIUS 服务器数据包中。如果禁用该选项，

RADIUS 客户端将使用交换机管理端口地址作为 NAS-IP 地址。

• NAS-IP 地址 - 要包括在访问请求数据包中的 IP 地址。仅当启用“RADIUS 属性 
4 ”后，该字段可编辑。在 RADIUS 服务器范围内，该地址对于 NAS 来说应是

唯一的。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添加 RADIUS 服务器

您可以配置多个 RADIUS 服务器并配置用于确定这些服务器的访问次序的优先级级别。

!
警告 所有管理用户在创建后都拥有读写权限。确保您配置的所有 RADIUS 服务器用户都具

有相同的权限级别；否则，他们将无权访问交换机。

将 RADIUS 服务器添加到 RADIUS 表：

步骤 1 单击添加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115



安全性

密码强度 10
 

步骤  2 输入参数：

• RADIUS IP 地址 / 主机名称 -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优先级 - 优先级编号越小，服务器的实际优先级越高。例如，优先级值配置为 1 
的服务器比优先级配置为 2 的服务器的优先级要高。如果所有服务器都配置了

相同或默认的优先级值，则交换机将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访问服务器。范围为 
1 到 65535。默认值为 8。

• 密钥字符串 - 用于验证和加密交换机与 RADIUS 服务器之间的所有 RADIUS 通
信的共享安全密钥文本字符串。此安全密钥必须与在 RADIUS 服务器上配置的

密钥相匹配。通过删除条目再用所需的安全密钥重新创建条目，可以编辑安全

密钥。其必须是介于 32 到 176 个字符之间的 ASCII 字母数字值。

• 验证端口 - 用于 RADIUS 验证请求和回复的端口号。默认端口 1812 是众所周知

的 RADIUS 验证服务的 IANA 端口号。范围为 1025 到 65535。默认值为 
1812。

• 消息验证方 - 默认情况下，该字段处于选中状态。启用后，消息验证方属性将

包括在向服务器发送的 RADIUS 请求消息中。该属性可以防止 RADIUS 消息被

仿冒和篡改。共享安全密钥将用作密钥。如果数据包中有 RADIUS 消息验证方属

性，则服务器将对其进行验证。如果验证失败，服务器将删除请求数据包。

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密码强度

您可以使用密码强度页面配置安全管理用户密码的特性。

配置密码强度设置：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安全 > 密码强度。

步骤  2 输入以下参数：

• 最小密码长度 - 管理用户密码所要求的 小字符数。指定 0 可以将密码长度设置

为介于 1 到 7 个字符之间。或者，可以将特定密码长度设置为范围介于 8 到 64 
个字符的值。

• 密码老化时间 - 选中该复选框并输入密码的到期时间（1 到 365 天）。密码到期

后，用户必须输入新密码才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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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选择 “启用密码强度检查”字段以配置要执行的检查类型：

• 密码排除关键字检查 - 选择 “启用”以使交换机检查用户在试图创建或更改密

码时，是否在密码中使用了预配置的关键字。预配置的关键字为 cisco 和 
ocsic。

• 密码用户名检查 - 选择 “启用”以防止用户在创建或更改密码时，将其用户名

包括在密码中。

• 字符最多可连续重复 3 次 - 选择 “启用”使交换机检查密码中的任意字符是否

已连续重复三次以上。

• 最少字符类别数 - 选中该复选框并输入密码字符串中必须包含的 小字符类别

数。四种可能的字符类别为：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和可使用标准键盘输入

的特殊字符。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管理访问配置文件规则

使用管理访问配置文件规则页面定义以管理为目的访问设备所用的配置文件和规则。

您可以将访问限制为特定的用户名、入口端口或 LAG 以及源 IP 地址。

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安全 > 管理访问配置文件规则。

“访问配置文件表”列出了当前配置的配置文件 （如果有）名称。“配置文件规则表”

显示了配置文件的现有规则。默认情况下，交换机上未配置任何访问配置文件或规

则。您可以仅创建和启用一个配置文件，您创建的所有规则都将分配到该配置文件。

配置访问配置文件和规则

创建访问配置文件并向其分配规则的步骤：

步骤 1 在 “访问配置文件表”中，单击添加。

步骤  2 指定 “访问配置文件名称”并选择 “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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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

新的配置文件将显示在 “访问配置文件表”中。现在，您可以向该配置文件添加规

则。

步骤  4 在 “配置文件规则表”中，单击添加。

步骤  5 指定以下任意参数以限制或允许访问：

• 规则优先级 - 按照其优先级次序从低到高根据传入管理请求验证规则。如果规

则匹配，则执行指定的操作并忽略下面的规则。例如，如果您将优先级为 1 的源 
IP 10.10.10.10 配置为“允许”并将优先级为 2 的源 IP 10.10.10.10 配置为“拒

绝”，则当配置文件为活动状态时，允许访问该 IP 地址，第二个规则将被忽

略。范围为 1 到 16， 1 优先级 高。

• 管理方法 - 用于访问交换机配置的方法。默认情况下，将允许 HTTP 访问以使所

有用户可以使用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例如，如果要仅允许指定用

户访问，则可以创建拒绝所有用户进行 HTTP 访问的规则，然后再创建另一个

允许特定用户访问的规则。允许特定用户的规则的 “规则优先级”必须高于拒

绝所有用户的规则。

注：由于 HTTP 是唯一的管理访问方法， "HTTP" 选项和 “全部”选项的作用

是相同的。

• 操作 - 选择当规则标准匹配时要执行的操作。

- 允许 - 允许指定的接口、用户或 IP 地址访问在其他情况下被拒绝规则明确禁

止的交换机。

- 拒绝 - 拒绝指定的接口、用户或 IP 地址访问交换机。

• 应用到接口 - 选择“全部”可将该规则应用到所有接口（端口和 LAG）。或者，

选择 “用户定义”并选择规则所适用的端口或 LAG。

• 应用于用户 - 选择 “启用”并选择该规则所适用的已配置用户。这样，您就可

以将一个管理用户保留在系统中，但在该规则应用到访问配置文件的同时，防

止其访问交换机。

• 应用到源 IP 地址 - 选择 “全部”可以将规则应用到任何源 IP 地址。或者，选

择 “用户定义”并指定该规则所适用的源 IPv4 地址和掩码。

步骤  6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新的规则将显示在 “配置文件规则表”中。您可以选择规则并单击编辑以进行修改，

或单击删除以将其从访问配置文件中删除。

注 用户 cisco 不会被拒绝管理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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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如果激活了拒绝访问当前 Web 管理会话处于活动状态的内部网或域的规则，则会话将

继续保持活动状态，直到注销或超时。配置文件将阻止将来的会话。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8 的活动会话将立即终止，除非将交换机管理 IP 地址添加到 Internet Explorer 
中的 “本地 Intranet 站点”列表。有关说明，请参阅 “启动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

实用程序”。

修改和删除访问配置文件和规则

在删除访问配置文件或修改规则之前，必须先禁用配置文件。

禁用访问配置文件的步骤：

步骤 1 在 “访问配置文件表”中选择配置文件，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2 取消选中 “启用”框。

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

完成更改后，重新启用访问配置文件。

删除访问配置文件 （禁用后）的步骤：

步骤 1 在 “访问配置文件表”中选择配置文件。

步骤  2 单击删除。

删除配置文件规则 （禁用访问配置文件后）的步骤：

步骤 1 在 “配置文件规则表”中选择规则。

步骤  2 单击删除。

修改配置文件规则 （禁用访问配置文件后）的步骤：

步骤 1 在 “配置文件规则表”中选择规则，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2 输入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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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

启用访问配置文件 （完成所有更改后）的步骤：

步骤 1 在 “访问配置文件表”中选择配置文件，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2 选中 “启用”框。

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

验证方法

您可以使用验证方法页面指定如何允许用户访问交换机端口。

选择验证方法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安全 > 验证方法。

步骤  2 从 “方法”列表中选择验证方法：

• 本地 - 请求方的用户 ID/ 密码组合将与交换机上本地存储的用户数据库进行比较。

• 无 - 不使用任何验证方法。

• RADIUS - 交换机将验证请求传递到 RADIUS 服务器，该服务器将用 RADIUS 
接受访问或拒绝访问帧回复。

• RADIUS，无 - 交换机将验证请求传递到 RADIUS 服务器。如果其无法到达服

务器，则不会使用任何验证方法。

• RADIUS，本地 - 交换机将验证请求传递到 RADIUS 服务器。如果其无法到达

服务器，则使用本地用户数据库。

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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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控制

出现流量风暴的原因是，单个端口在网络上同时传输的广播、组播或未知单播数量过多。

转发的消息响应会使网络资源负荷过重，也可能导致网络超时。

交换机将测量每个端口的传入广播 / 组播 / 未知单播数据包速率并在速率超过定义值

时丢弃数据包。可以为每个接口启用或禁用风暴控制。

使用风暴控制页面可在交换机端口上启用和配置风暴控制。若要显示此页面，请在导航

窗口中单击安全 > 风暴控制。

默认情况下，将在所有端口上针对所有数据包类型禁用风暴控制。编辑某端口的风暴

控制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2 对于广播、组播和单播流量，请为选定端口指定以下参数：

• 风暴控制 - 选择 “启用”以针对流量类型打开风暴控制保护。

• 速率阈值类型 - 选择交换机如何确定流量是否超过阈值：

- 百分比 - 当流量超过链接上的容量百分比时，将其删除。

- pps - 每秒数据包数。当流量超过链接上的每秒数据包数阈值时，将其删除。

• 风暴控制速率阈值 - 指定转发数据包的 大速率。如果速率阈值类型为 “百分

比”，则输入总端口容量的百分比 (0% – 100%)。如果速率阈值类型为 "pps"，
则输入每秒数据包数速率 (0 – 14880000)。以 10Mpbs、 100Mbps 和 
1000Mbps 操作的端口的相应每秒数据包 大吞吐量为 14880、 148800、
1488000。

注：激活风暴控制所需的入口流量的实际速率取决于传入数据包的大小与硬编

码平均数据包大小（512 字节）。由于硬件需要将 pps 值与绝对速率（以 kbps 
为单位）对照，因此要计算每秒数据包速率。例如，如果配置的限制为 10%，

则该数字将转换为 ~25000 pps （对于 100M 的端口）且该 pps 限制将在硬件

中设置。

步骤  3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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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安全性

您可以以每个端口为对象启用端口安全性。当端口被保护 （锁定）时，交换机仅转发
源 MAC 地址在端口上受保护的数据包。所有其他数据包将被丢弃。交换机还将从端
口中丢弃源 MAC 地址在其他端口上受保护的数据包。

可以静态配置或动态获取安全 MAC 地址。受保护端口上的 大安全 MAC 地址数为 
256。静态安全 MAC 地址通过静态地址页面进行配置。静态和动态安全 MAC 地址均
须遵守时限限制 （请参阅 “配置动态地址的过期时间”）。

若要显示端口安全页面，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安全 > 端口安全。

“端口安全表”显示了每个端口的当前安全性配置。您可以从接口类型列表中选择 LAG 
以仅显示 LAG 的数据。默认情况下，将全局禁用每个接口上的端口安全性。

启用端口安全性

配置端口安全性的步骤：

步骤 1 在端口安全页面中，对全局管理模式选择“启用”，然后单击应用。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或 LAG，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3 配置以下设置：

• 接口状态 - 选择 “锁定”以在接口上启用端口安全性。当接口从未锁定转换为

锁定时，该端口上交换机动态获取的所有地址都将从其 MAC 地址列表中删除。

• 最大静态 MAC 地址数 - 指定端口 /LAG 的 大静态安全 MAC 地址数。静态安全 
MAC 地址在静态地址页面上进行配置。安全地址总数不能超过 256。

• 最大动态 MAC 地址数 - 指定可通过端口 /LAG 获取的 大动态安全 MAC 地址

数。安全地址总数不能超过 256。

在端口上启用端口安全性后，静态或动态限制将设为新值，然后应用以下规则：

- 如果新值大于旧值，则不会对动态或静态地址采取任何操作。

- 如果新值小于旧值，则会采取以下操作：

动态地址 - 交换机将启动针对端口上所有已获取地址的刷新。

静态地址 - 无论将地址配置为安全、永久还是在超时时删除，交换机都会保
留静态地址 （不超过静态限制）。然后，交换机从 MAC 地址表中删除其余
的静态地址。

• 反侵入措施 - 选择交换机如何处理锁定端口上不允许的传入数据包：

- 丢弃 - 丢弃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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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 转发数据包，但源 MAC 地址不会添加到转发数据库。

- 关闭 - 丢弃数据包并关闭端口。

• 将动态地址转换为静态地址 - 选择 “启用”以将所有动态安全 MAC 地址转换

为静态安全 MAC 地址。

• 重置端口 - 选择以重置端口 （如果其已被 “端口安全性”功能关闭）。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查看和配置安全 MAC 地址

要查看安全 MAC 地址及相关端口和 VLAN 的当前列表，请在端口安全页面上单击安

全地址表。

对于每个接口，“安全地址表”列出了每个静态配置的受保护 MAC 地址，无论端口处

于锁定状态还是未锁定状态。该表还列出了锁定端口的动态获取 MAC 地址。当端口

状态从锁定变为未锁定或链接中断时，端口的动态条目将被清除。

您可以单击静态地址表以显示用于配置静态地址的页面。请参阅 “配置静态 MAC 地
址”。请务必将条目的 “状态”字段设置为 “安全”。

您可以单击端口安全表以重新显示 “端口安全”页面。

802.1X

本地区域网络 (LAN) 通常在具备如下条件的环境中部署：允许将未经授权的设备物理

连接到 LAN 基础架构，或允许未经授权的用户通过已连接的设备访问 LAN。这种情

况下，可能需要限制对 LAN 服务的访问权限，使其仅向获准使用这些服务的用户和设

备提供。

基于端口的访问控制提供了一种由网络控制主机是否可以访问连接端口提供的服务的

方式。您可以根据 IEEE 802.1x 协议将交换机配置为使用基于端口的网络访问控制。

802.1x 协议定义了三种实体类型：

• 请求方：在链接的远程端请求访问端口的实体。请求方向网络提供凭证，网络

上的另一个节点 （验证方）使用该凭证向服务器请求验证。

• 验证方：在链接的远程端协助请求方验证的实体。如果验证成功，验证方将授

权请求方访问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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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服务器：代表验证方执行验证并指示是否授权请求方访问通过验证端口所

提供的服务的服务器，例如 RADIUS 服务器。

在验证过程中，802.1X 支持请求方与验证方之间进行局域网的可扩展鉴权协议 (EAPOL) 
信息交换。

交换机端口可以配置为验证方或请求方，但不能同时配置为验证方和请求方。

定义 802.1X 属性

使用 “802.1X 属性”页面可在交换机上配置全局 802.1X 管理模式。

全局启用 802.1X 安全性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安全 > 802.1X > 属性。

步骤  2 对“基于端口的验证状态”选择“启用”以在交换机上全局允许 802.1X 基于端口的验

证。

步骤  3 从 “验证方法”列表中选择验证方法：

• 无 - 不使用任何验证方法。

• 本地 - 交换机将根据 EAP-MD5 执行远程请求方的本地验证。请求方身份必须是

交换机上配置的管理用户之一 （请参阅 “管理用户帐户”）。

• RADIUS - 交换机根据一个或多个外部 RADIUS 服务器执行验证。您必须直接

在服务器上配置请求方身份和验证。（有关信息，请参阅 "RADIUS"。）

• RADIUS, 无 - 交换机依靠一个或多个外部 RADIUS 服务器执行验证。（请参阅

上面的 RADIUS 介绍。）如果交换机无法到达任何服务器，则不使用任何验证。

• RADIUS, 本地 - 交换机依靠一个或多个外部 RADIUS 服务器执行验证（请参阅

上面的 RADIUS 介绍）。如果交换机无法到达任何服务器，则会以本地方式执

行验证 （请参阅上面的本地介绍）。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注 请参阅“修改端口 PAE 功能”，以了解有关为各个端口选择角色的说明，并参阅“配

置端口验证”以了解有关在各个端口上配置验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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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端口 PAE 功能

使用端口 PAE 功能页面查看每个端口的 802.1X 角色并将其配置为验证方或请求方。

将端口的角色修改为验证方或请求方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安全 > 802.1X > 属性。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3 为端口选择角色：

• 验证方 - 如果端口需要在授权访问本地端口之前验证远程请求方，请选择该选

项。

• 请求方 - 如果端口需要在授权访问远程端口之前请求远程验证方授予权限，请选

择该选项。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配置端口验证

使用端口验证页面在作为验证方的端口上配置端口访问控制。要将端口作为验证方，请

参阅 “修改端口 PAE 功能”。

编辑端口验证方设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安全 > 802.1X > 端口验证。

“端口验证表”显示了每个端口的当前配置。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然后单击编辑。

步骤  3 输入参数：

• 本地数据库用户名 - 使用左箭头和右箭头将已配置的管理用户移至 “可用”或

“已选”列表。仅 “已选”列表中的用户有权访问端口，但需要进行验证。仅

当验证方式为本地且未将 RADIUS 服务器用于验证时，该列表适用。

• 当前端口控制状态 - 端口的当前授权状态 （“已授权”或 “未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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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口控制 - 选择端口授权模式。可能的值包括：

- 强制未授权 - 选择该选项以始终拒绝连接到端口的请求方访问该端口。选择

后，端口控制状态将变为 “未授权”。

- 自动 - 如果端口控制取决于验证过程的结果，请选择该选项。如果已验证请

求方，则端口控制状态将变为 “已授权”，表示已授权请求方访问该端口。

如果未验证请求方，则端口控制状态将变为 “未授权”，表示拒绝请求方访

问该端口。

- 强制授权 - 如果不需要验证远程请求方，则选择该选项以始终允许端口访

问。选择后，端口控制状态将变为 “已授权”。

• 定期重新验证 - 如果端口要定期重新验证其请求方，请选择该选项。端口将按

照计划的间隔重新验证，即便其仍为已验证状态。

• 重新验证期 - 重新验证之间的间隔。范围为 300 到 4294967295 秒。默认值为 
3600 秒。

• 立即重新验证 - 选择后，将立即强行执行端口验证。

• 验证方状态 - 当前的端口授权状态。可能的状态包括：发出、中断、正在连接、

正在验证、已验证、中止、暂停、强行验证、强行不验证。

• 后端状态 - 后端验证状态机器的当前状态。可能的值包括：请求、响应、成功、

失败、超时、空闲以及发出。

• 静默期 - 验证交换失败之后交换机保持静默状态的时间。在该静默时段内，交

换机不接受也不发出验证请求。仅在出现异常情况 （例如不可信赖的链接、某

些客户端和验证服务器出现特定的行为问题）需要进行调整时更改此命令的默

认值。要提高用户的响应速度，请输入比默认值（60 秒）小的数字。范围为 0 
到 65535 秒。

• 重新发送 - 重新发送 EAP 请求之前经过的时间。范围为 1 到 65535 秒，默认值

为 30 秒。

• 请求方超时 - 将 EAP 请求重新发送到请求方之前所经过的时间。仅在出现异常

情况 （例如不可信赖的链接、某些客户端和验证服务器出现特定的行为问题）

需要进行调整时更改此命令的默认值 （30 秒）。要提高用户的响应速度，请输

入比默认值小的数字。范围为 1 到 65535 秒。

• 服务器超时 - 交换机向验证服务器重新发送请求之前经过的时间。范围为 1 到 
65535 秒，默认值为 30 秒。

• 最大 EAP 请求 - 交换机（如果未收到响应）在重新启动验证过程之前可以发送 
EAP 请求的 大预配置次数。

• 终止原因 - 终止的原因。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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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请求方端口验证

使用请求方端口验证页面在以请求方角色配置的端口上配置端口访问控制。要将端口

作为请求方，请参阅 “修改端口 PAE 功能”。

配置请求方端口验证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安全 > 802.1X > 请求方端口验证。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然后单击编辑。

“当前端口控制”字段显示了端口的当前授权模式。

步骤  3 配置以下设置：

• 管理端口控制 - 选择端口授权模式。可能的值包括：

- 强制未授权 - 通过将接口转变为未授权状态来拒绝选定接口系统访问。

- 自动 - 交换机根据请求方、验证方以及验证服务器之间的验证交换结果来检

测接口的模式。

- 强制授权 - 端口被置于授权状态，无需验证服务器进行验证。接口发送和接

收正常流量且无需基于客户端口的验证。

• 用户名 - 选择端口将其自身标识为请求方要使用的用户。用户必须是交换机中

所配置的交换机管理用户之一。验证过程中将使用为用户配置的密码。作为请

求方，交换机支持 EAP-MD5 验证方法。（请参阅 “管理用户帐户”以设置用

户。）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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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已验证的主机

若要在已验证的主机页面上显示包含已验证用户的端口，请在导航窗口中单击安全 > 
802.1X > 已验证的主机。

“已验证的主机表”显示了每个主机的以下信息：

• 端口 - 用于验证的端口。

• 用户名 - 主机的用户名。

• 请求方 MAC 地址 - 请求方设备 MAC 地址。

• 会话时间 - 自请求方登录后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 会话超时 - 给定会话有效的时间。端口验证后， RADIUS 服务器将返回时间段

（以秒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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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

本章将概述服务质量 (QoS) 并讲解 “服务质量”菜单中提供的 QoS 功能。

• QoS （服务质量）属性

• 定义队列

• 将 CoS/802.1p 属性映射到队列

• 将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

• 将 DSCP 值映射到队列

• 定义速率限制配置文件

• 将速率限制配置文件应用到接口

• 流量控制

在典型的交换机中，每个物理端口都包含一个或多个队列，用于在所连接的网络上传

输数据包。如果每个端口有多个队列，则通常会配置为根据用户定义的标准使某些数

据包的优先权高于其他数据包。当您将某个数据包在端口中排队以进行传输时，该数

据包的传输速率取决于队列的配置情况，还有可能取决于该端口中其他队列的流量大

小。如果有必要延迟，数据包将在队列中暂停，直到调度程序授权该队列传输。当队

列已满时，将没有空间容纳数据包以等待传输，因而交换机可能丢弃这些数据包。

QoS 是一种通过将具有严格时间要求的数据包与那些比较能容忍延迟的数据包区别开

来，来提供一致、可预测的数据传送的方式。在可提供 QoS 的网络中，将对具有严格

时间要求的数据包予以特殊处理。

在启用 QoS 操作的网络中，网络的所有元素都必须能提供 QoS。如果存在至少一个

无法提供 QoS 的节点，则会在网络路径中产生一个缺陷并且整个数据包流的性能将受

到影响。

交换机支持每个端口或 LAG 有四个出口队列。队列 1 的优先级 低，队列 4 的优先

级 高。

您可以使用“服务质量”菜单中的页面定义队列的属性，并将其与具有特定特性或到达

特定接口的流量关联。您也可以创建速率限制配置文件，以定义用于确定端口接收的流

量是否超出其处理能力的标准。然后，您可以将速率限制配置文件分配到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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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服务质量）属性

您可以将交换机端口配置为根据在以太网帧或 IP 数据包报头中编码的优先级信息向出

口队列分配流量。或者，流量可以使用在其到达的端口上配置的默认优先级值。将某

端口配置为使用已编码优先级值 （例如 802.1p、 IP 优先级或 DSCP 值）时，该端口

将被视为受信任端口。配置为使用其自己的优先级值（而非在帧或数据包中编码的值）

确定队列分配的端口将被视为不受信任端口。

如果将端口配置为受信任端口，但帧或数据包没有优先级信息，则会为数据包分配默

认端口优先级。默认端口优先级为零。

您可以使用 VLAN 管理 > 接口设置页面更改 VLAN 优先级的值。

您可以使用 QoS 属性页面将端口定义为受信任端口或不受信任端口并配置其信任的优

先级值。

在端口或 LAG 上配置信任模式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服务质量 > QoS 属性。

步骤  2 使用“接口类型”菜单显示“信任模式配置表”中的端口或 LAG。

步骤  3 选择要配置的接口，并单击编辑。

步骤  4 要指定用于确定数据包出口队列的优先级值类型，请选择以下信任模式之一：

• 不受信任 - 端口将分配其自己的默认 802.1p 优先级 (0)。

• 信任 dot1p - 端口将使用带 VLAN 标记的以太网帧中的 802.1p 优先级值。对于

未标记的帧，将分配端口的默认优先级。

• 信任 IP- 优先级 - 端口将使用 IP 数据包报头中的 IP 优先级值。如果未提供任何

值，则会分配端口的默认优先级。非 IP VLAN 标记的和未标记的帧将被分配端

口的默认优先级。

• 信任 IP-DSCP - 端口将对带 VLAN 标记的和未标记的 IP 数据包使用 IP 数据包

报头中的 DSCP 标记。非 IP VLAN 标记的和未标记的帧将被分配端口的默认优

先级。

• 信任所有 - 对于 IP 数据包，端口将使用 DSCP 标记确定优先级。对于非 IP 帧，

如果帧带有 VLAN 标记，端口将使用 802.1p 优先级，如果帧未带 VLAN 标记，

端口则使用默认优先级。

步骤  5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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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队列

您可以使用队列页面配置流量调度程序确定有权访问出口端口的队列的方式。您可以

用严格优先级模式或加权轮循 (WRR) 模式配置队列。默认情况下，所有队列都是严格

优先级队列。

数据包将根据以下原则进行传输：

• 首先传输 高优先级队列中的数据包。

• 如果队列为严格优先级模式，则允许传输该队列，直到该队列中没有数据包或

直到优先级更高的队列中具有要发送的数据包。

• 如果队列为 WRR 模式，则允许传输与其可配置加权值成比例的数量的数据包。

加权值以每个端口总带宽百分比的形式表示。

可以在某端口配置严格队列和 WRR 队列的组合。

队列配置建议

建议您将编号较大的队列配置为较高的优先级、加权值和 低的带宽设置。

以下是针对队列 1 到 4 中的严格优先级 (SP) 和 WRR 的建议方案：

• 四个队列全部为 SP 模式 (Q4 > Q3 > Q2 > Q1)。只要 Q4 中存在要服务的数据

包，就会为 Q4 分配带宽。然后再为 Q3 提供服务，随后是 Q2， 后是 Q1。

• 四个队列全部为 WRR 模式 (Q4:Q3:Q2:Q1 = A:B:C:D)。在该模式中，将根据配置

的加权值为每个队列分配其 低带宽。

• 一个队列为 SP 模式，另外三个队列为 WRR 模式 （Q4 > Q3/Q2/Q1 ；

Q3:Q2:Q1 = A:B:C）。在该方案中，建议在 SP 模式下配置 Q4，在 WRR 模式下

配置 Q3、 Q2 和 Q1。

• 两个队列为 SP 模式，另外两个队列为 WRR 模式 （q4 > q3 > q2/q1 ；

q2:q1 = A:B）：在该方案中，建议在严格模式下配置 Q4 和 Q3，在 WRR 模式

下配置 Q2 和 Q1。

这些方案反映了，当有多个入口端口上的流量以出口端口上的不同队列为目标时，系

统可能会出现线端阻塞 (HOL) 状况。 HOL 可能会导致编号较大的队列会获得较多带

宽，即便系统为编号较大的队列分配了较小的 低带宽和加权值也是如此。我们始终

建议您在 SP 模式下为编号较大的队列配置较大的加权值，这样，即便出现 HOL 状
况，也能够在众多队列中实现所需的出口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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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队列

配置 QoS 属性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服务质量 > 队列。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或 LAG。

步骤  3 为选定接口上的每个队列选择以下模式之一：

• 严格优先级 - 选择该模式可使调度程序严格根据队列中的优先级级别转发流量。

具有 高优先级流量的队列将一直有权访问出口端口，直到所有此类流量均已

转发。可以使用严格优先级模式向优先级较高的流量等级提供低延迟服务。

• WRR - 选择该模式可使调度程序根据其相对于其他 WRR 队列的带宽百分比，

反过来利用其他 WRR 队列为该队列提供服务。在严格队列包含较高优先级流

量期间，将一直为严格队列提供服务。

步骤  4 如果您为某队列选择 WRR 模式，请在“WRR 带宽百分比”字段中输入带宽百分比。所

有队列的所有带宽百分比总值不能超过 100%。

步骤  5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要将这些队列属性应用到交换机上的所有其他接口，请单击请将设置复制到所有接

口。

将 CoS/802.1p 属性映射到队列

在某接口到达的数据包的优先级可能会用以太网帧报头中的 IEEE 802.1p 优先级值进

行标识。 802.1p 指定了八个优先级级别 (0 – 7)。使用 CoS/802.1p 映射到队列页面

将这些优先级级别映射到 8 个 CoS 队列以引导数据包进入相应的出站队列。队列 1 的
优先级 低，队列 4 的优先级 高。

注 CoS/802.1p 优先级级别到队列映射是以每个接口为对象进行配置的。在传入接口上

配置这些映射值。

将 802.1p 优先级值映射到队列：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服务质量 > CoS/802.1p 映射到队列。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或 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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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对于每个 802.1p 服务等级，请从“输出队列”列表中选择一个队列。队列 1 的优先级

低，队列 4 的优先级 高。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步骤  5 要将这些映射应用到交换机上的所有其他接口，请单击请将设置复制到所有接口。

注 如果单击恢复默认设置，以下映射将应用到所有接口。

将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

在某接口到达的数据包的优先级可能会用 IP 数据包报头中的“服务类型 (ToS)”字段标

识。定义了八个优先顺序级别 (0-7)。您可以使用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页面将这些值

映射到 8 个 CoS 队列，以引导数据包进入相应的出站队列。队列 1 的优先级 低，队

列 4 的优先级 高。

注 IP 优先级到队列映射将以每个接口为对象进行配置。在传入接口上配置这些映射值。

将 IP 优先级值映射到队列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服务质量 >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

步骤  2 选择要配置的端口或 LAG。

802.1p 优先级 输出队列

0 1

1 1

2 2

3 3

4 3

5 4

6 4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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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对于每个 IP 优先级值，请从“输出队列”列表中选择一个队列。队列 1 的优先级 低，

队列 4 的优先级 高。

步骤  4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要将这些映射应用到交换机上的所有其他接口，请单击请将设置复制到所有接口。

注 如果单击恢复默认设置，以下映射将应用到所有接口。

将 DSCP 值映射到队列

在某接口到达的数据包的优先级可能会用 IP 数据包报头中的差分服务代码点 (DSCP) 值
标识。 IP DSCP 字段可能包含 64 个值 (0 – 63) 中的任意一个。您可以使用 DSCP 映射
到队列页面将这些值映射到 8 出口队列。队列 1 的优先级 低，队列 4 的优先级 高。

DSCP 映射设置将全局映射到所有端口。

将 DSCP 值映射到队列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服务质量 > DSCP 映射到队列。

步骤  2 对于每个入口 DSCP 值，请从“输出队列”列表中选择一个队列。队列 1 的优先级

低，队列 4 的优先级 高。

IP 优先级 输出队列

0 1

1 1

2 2

3 3

4 3

5 4

6 3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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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应用，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注 如果单击恢复默认设置，以下映射将应用到所有接口。

定义速率限制配置文件

您可以使用速率限制功能设置端口的 大传入流量。当数据速率超出配置的速率时，

交换机将删除端口中所有多余的流量。速率限制将以端口为对象进行应用。

要应用速率限制，您首先要使用该页面创建一个或多个速率限制配置文件。配置文件

可以指定用于确定何时超出速率限制的标准。然后，将速率限制配置文件分配到接口

（请参阅 “将速率限制配置文件应用到接口”）。

向 “速率限制配置文件表”添加条目的步骤：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服务质量 > 添加速率限制配置文件。

步骤  2 单击添加。

步骤  3 输入参数：

• 配置文件 ID - 指定 1 到 64 之间的任意数字以标识配置文件。

• CIR - 指定所使用的信息速率，即数据的传输速率。该速率是 小时间增量的平

均值。范围为 64 到 1048576 Kbps。

DSCP 值 输出队列

00-07 1

08-15 1

16-23 2

24-31 3

32-39 3

40-47 4

48-55 3

56-6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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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S- 指定使用的突发数据量，即端口上突发流量的保证带宽量。范围为 4 到 
16384 KB。

步骤  4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将速率限制配置文件应用到接口

如果您创建了一个或多个速率限制配置文件，您可以使用该页面将其分配到接口。关于

创建配置文件的说明，请参阅 “定义速率限制配置文件”。

将速率限制配置文件应用到接口。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服务质量 > 接口速率限制。

步骤  2 使用“接口类型”列表显示“接口速率限制表”中的端口或 LAG。

步骤  3 选择要配置的接口，并单击编辑。

步骤  4 添加或删除配置文件：

• 要将配置文件分配到该接口，请单击 “可用”列表中的配置文件 ID，然后单击

向右箭头按钮以将其移动至 “已选”列表。所有配置文件将从 “可用”列表中

消失，因为一个端口只能分配一个配置文件。

• 要删除配置文件，请单击 “已选”列表中的配置文件 ID，然后单击向左箭头按

钮以将其移动至 “可用”列表。所有配置文件都将显示在 “已选”列表中。

步骤  5 单击应用，然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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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控制

您可以使用流量整形页面调整数据包输出速率。您可以配置每个端口和 LAG 的 大输

出速率，以带宽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当流量速率达到该限制时，多余的数据包将保留

在队列中，随后再将其计划为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增量后传输。

在端口或 LAG 上配置流量控制：

步骤 1 在导航窗口中，单击服务质量 > 流量整形。

步骤  2 使用“接口类型”菜单显示“流量整形设置表”中的端口或 LAG。

步骤  3 选择要配置的接口，并单击编辑。

步骤  4 对于选定端口或 LAG，请以总带宽百分比的形式输入输出速率限制。单击应用。

步骤  5 根据需要重复上一步，将带宽利用率分配到其他端口和 LAG。

步骤  6 完成后，单击关闭。更改将保存到运行配置。
思科精睿 SG 200 系列 8 端口智能型交换机管理指南 137



版权所有 © 2011 思科和 / 或其附属公司 Cisco System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78-19562-01

 

Cisco、Cisco Systems、Cisco 徽标和 Cisco Systems 徽标是思科和 / 或其附属公司在美国及某些其他国家 / 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本文档或网站中提及的所有其他

商标均为其相应所有人的财产。合作伙伴一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在思科和任何其他公司之间存在合伙经营的关系。 (1002R)


	使用入门
	启动基于 Web 的交换机配置实用程序
	启动实用程序
	登录
	注销

	设备配置快速入门
	窗口导航
	应用程序标题
	其他资源
	导航窗口
	管理按钮


	查看统计信息
	系统摘要
	显示系统摘要
	配置系统设置

	接口统计信息
	Etherlike（以太网类）统计信息
	802.1X EAP 统计信息
	IPv6 DHCP（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统计信息
	RADIUS（远程用户拨入认证系统）统计信息
	统计信息
	日志
	RAM 内存日志
	闪存日志


	管理
	配置系统设置
	管理界面
	配置 IPv4 管理界面
	配置 IPv6 管理界面
	添加 IPv6 地址
	IPv6 默认路由器表

	查看和添加 IPv6 邻居

	管理用户帐户
	添加用户
	更改用户密码
	删除用户

	启用管理服务
	配置空闲会话超时
	登录会话
	登录历史记录
	时间设置
	设置系统时间
	配置 SNTP 设置
	配置 SNTP 验证

	系统日志
	配置日志设置
	配置远程日志服务器

	文件管理
	升级和备份固件及语言文件
	下载与备份配置及日志文件
	下载配置文件以恢复设置
	备份配置文件和日志

	删除配置
	复制和保存配置文件
	DHCP 自动配置
	概述
	DHCP 服务器消息详细信息
	备用 TFTP（简单文件传输协议）服务器和文件名
	配置文件下载详细信息
	设置 DHCP 自动配置

	通过 HTTP 进行固件恢复

	重新启动交换机
	Ping 主机
	配置控制数据包转发
	诊断
	测试铜缆端口
	配置端口镜像
	CPU/内存利用率

	启用 Bonjour
	LLDP-MED（链路层发现协议-媒体终端发现）
	配置全局 LLDP-MED 属性
	在端口上配置 LLDP-MED
	LLDP-MED 端口状态详细信息
	LLDP-MED 邻居信息

	配置 DHCP 客户端供应商选项

	端口管理
	配置端口设置
	链路聚合
	配置 LAG（链路聚合组）
	配置 LAG 设置
	配置 LACP 设置

	配置 PoE
	配置 PoE 属性
	配置 PoE 端口设置

	绿色以太网
	配置绿色以太网属性
	配置绿色以太网端口设置


	VLAN 管理
	创建 VLAN
	配置 VLAN 接口设置
	更改接口 VLAN 模式

	配置 VLAN 成员关系
	配置 VLAN 端口
	配置端口 VLAN 成员关系

	设置默认 VLAN
	语音和介质
	显示和添加电话 OUI
	配置基于 OUI 的语音和介质
	配置基于 SIP/H323 的语音和介质
	介质 VLAN

	自动 IP 电话会话

	生成树
	生成树概述
	配置 STP（生成树协议）状态和全局设置
	配置全局和网桥设置

	配置 STP 接口设置
	RSTP 接口设置

	MAC 地址表
	配置静态 MAC 地址
	配置动态地址的过期时间
	动态 MAC 地址

	组播
	组播属性
	配置所有 VLAN 组播转发模式
	配置 VLAN 组播属性

	配置 MAC 组地址
	查看 MAC 组地址表
	添加静态 MAC 组地址表条目
	配置 MAC 地址组端口成员关系

	配置 IGMP 侦听
	配置 MLD（组播侦听器发现）侦听
	配置 IGMP 组播路由器接口
	配置 MLD 组播路由器接口

	IP 配置
	ARP 表
	域名系统
	配置 DNS 服务器
	配置全局 DNS 设置
	添加 DNS 服务器

	主机名映射
	配置静态 DNS 映射
	查看和删除动态 DNS 条目



	安全性
	RADIUS
	配置全局 RADIUS 设置
	添加 RADIUS 服务器

	密码强度
	管理访问配置文件规则
	配置访问配置文件和规则
	修改和删除访问配置文件和规则

	验证方法
	风暴控制
	端口安全性
	启用端口安全性
	查看和配置安全 MAC 地址

	802.1X
	¶®“Â 802.1X  Ù–‘
	修改端口 PAE 功能
	配置端口验证
	配置请求方端口验证
	显示已验证的主机


	服务质量
	QoS（服务质量）属性
	定义队列
	队列配置建议
	配置队列

	将 CoS/802.1p 属性映射到队列
	将 IP 优先级映射到队列
	将 DSCP 值映射到队列
	定义速率限制配置文件
	将速率限制配置文件应用到接口
	流量控制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00
    /ACaslonPro-Bold
    /ACaslonPro-BoldItalic
    /ACaslonPro-Italic
    /ACaslonPro-Regular
    /ACaslonPro-Semibold
    /ACaslonPro-SemiboldItalic
    /AdobePiStd
    /AdobeSansMM
    /AdobeSerifMM
    /AGaramondPro-Bold
    /AGaramondPro-BoldItalic
    /AGaramondPro-Italic
    /AGaramondPro-Regular
    /AgencyFB-Bold
    /AgencyFB-Reg
    /AharoniBold
    /Algerian
    /AmericanGaramondBT-Bold
    /AmericanGaramondBT-BoldItalic
    /AmericanGaramondBT-Italic
    /AmericanGaramondBT-Roman
    /AmerigoBT-BoldA
    /AmerigoBT-BoldItalicA
    /AmerigoBT-ItalicA
    /AmerigoBT-MediumA
    /AmerigoBT-MediumItalicA
    /AmerigoBT-RomanA
    /AngsanaNew
    /AngsanaNew-Bold
    /AngsanaNew-BoldItalic
    /AngsanaNew-Italic
    /AngsanaUPC
    /AngsanaUPC-Bold
    /AngsanaUPC-BoldItalic
    /AngsanaUPC-Italic
    /Arial-Black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rialRoundedMTBold
    /ArialUnicodeMS
    /ArnoPro-Bold
    /ArnoPro-BoldCaption
    /ArnoPro-BoldDisplay
    /ArnoPro-BoldItalic
    /ArnoPro-BoldItalicCaption
    /ArnoPro-BoldItalicDisplay
    /ArnoPro-BoldItalicSmText
    /ArnoPro-BoldItalicSubhead
    /ArnoPro-BoldSmText
    /ArnoPro-BoldSubhead
    /ArnoPro-Caption
    /ArnoPro-Display
    /ArnoPro-Italic
    /ArnoPro-ItalicCaption
    /ArnoPro-ItalicDisplay
    /ArnoPro-ItalicSmText
    /ArnoPro-ItalicSubhead
    /ArnoPro-LightDisplay
    /ArnoPro-LightItalicDisplay
    /ArnoPro-Regular
    /ArnoPro-Smbd
    /ArnoPro-SmbdCaption
    /ArnoPro-SmbdDisplay
    /ArnoPro-SmbdItalic
    /ArnoPro-SmbdItalicCaption
    /ArnoPro-SmbdItalicDisplay
    /ArnoPro-SmbdItalicSmText
    /ArnoPro-SmbdItalicSubhead
    /ArnoPro-SmbdSmText
    /ArnoPro-SmbdSubhead
    /ArnoPro-SmText
    /ArnoPro-Subhead
    /BaskOldFace
    /Batang
    /BatangChe
    /Bauhaus93
    /BellGothicStd-Black
    /BellGothicStd-Bold
    /BellMT
    /BellMTBold
    /BellMTItalic
    /BerlinSansFB-Bold
    /BerlinSansFBDemi-Bold
    /BerlinSansFB-Reg
    /BernardMT-Condensed
    /BickhamScriptPro-Bold
    /BickhamScriptPro-Regular
    /BickhamScriptPro-Semibold
    /BirchStd
    /BlackadderITC-Regular
    /BlackoakStd
    /BodoniMT
    /BodoniMTBlack
    /BodoniMTBlack-Italic
    /BodoniMT-Bold
    /BodoniMT-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
    /BodoniMTCondensed-Bold
    /BodoniMTCondensed-BoldItalic
    /BodoniMTCondensed-Italic
    /BodoniMT-Italic
    /BodoniMTPosterCompressed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BookshelfSymbolSeven
    /BradleyHandITC
    /BRHDevanagari
    /BRHDevanagariExtra
    /BRHDevanagariRN
    /BritannicBold
    /Broadway
    /BrowalliaNew
    /BrowalliaNew-Bold
    /BrowalliaNew-BoldItalic
    /BrowalliaNew-Italic
    /BrowalliaUPC
    /BrowalliaUPC-Bold
    /BrowalliaUPC-BoldItalic
    /BrowalliaUPC-Italic
    /BrushScriptMT
    /BrushScriptStd
    /Calibri
    /Calibri-Bold
    /Calibri-BoldItalic
    /Calibri-Italic
    /CalifornianFB-Bold
    /CalifornianFB-Italic
    /CalifornianFB-Reg
    /CalisMTBol
    /CalistoMT
    /CalistoMT-BoldItalic
    /CalistoMT-Italic
    /Cambria
    /Cambria-Bold
    /Cambria-BoldItalic
    /Cambria-Italic
    /CambriaMath
    /Candara
    /Candara-Bold
    /Candara-BoldItalic
    /Candara-Italic
    /CanonFont-Bold
    /CanonFont-Regular
    /Castellar
    /Centaur
    /Century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enturySchoolbook
    /CenturySchoolbook-Bold
    /CenturySchoolbook-BoldItalic
    /CenturySchoolbook-Italic
    /ChaparralPro-Bold
    /ChaparralPro-BoldIt
    /ChaparralPro-Italic
    /ChaparralPro-Regular
    /CharlemagneStd-Bold
    /Chiller-Regular
    /Ciscoblack
    /Cisco-Black
    /Ciscoblackoblique
    /Cisco-BlackOblique-Regular
    /Ciscobold
    /Cisco-Bold
    /Ciscoboldoblique
    /Cisco-BoldOblique-Regular
    /Ciscolight
    /Cisco-Light
    /Ciscolightoblique
    /Cisco-LightOblique-Regular
    /Ciscooblique
    /Cisco-Oblique-Regular
    /Ciscoregular
    /Cisco-Regular
    /CiscoSerifbold
    /CiscoSerif-Bold
    /CiscoSerifbolditalic
    /CiscoSerif-BoldItalic-Regular
    /CiscoSerifitalic
    /CiscoSerif-Italic-Regular
    /CiscoSerifregular
    /CiscoSerif-Regular
    /Ciscosymbol
    /Cisco-Symbol
    /ColonnaMT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nsolas
    /Consolas-Bold
    /Consolas-BoldItalic
    /Consolas-Italic
    /Constantia
    /Constantia-Bold
    /Constantia-BoldItalic
    /Constantia-Italic
    /CooperBlack
    /CooperBlackStd
    /CooperBlackStd-Italic
    /CopperplateGothic-Bold
    /CopperplateGothic-Light
    /Corbel
    /Corbel-Bold
    /Corbel-BoldItalic
    /Corbel-Italic
    /CordiaNew
    /CordiaNew-Bold
    /CordiaNew-BoldItalic
    /CordiaNew-Italic
    /CordiaUPC
    /CordiaUPC-Bold
    /CordiaUPC-BoldItalic
    /CordiaUPC-Italic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CourierStd
    /CourierStd-Bold
    /CourierStd-BoldOblique
    /CourierStd-Oblique
    /CurlzMT
    /David-Bold
    /David-Reg
    /DavidTransparent
    /DendaNew
    /DendaNewLight
    /DendaNew-Light
    /DendaNew-LightItalic
    /DendaNewLight-Italic
    /DendaNew-Regular
    /DFHSGothic-W3-WING-RKSJ-H
    /DFHSGothic-W3-WINP-RKSJ-H
    /DFHSGothic-W3-WIN-RKSJ-H
    /DFHSGothic-W5-WING-RKSJ-H
    /DFHSGothic-W5-WINP-RKSJ-H
    /DFHSGothic-W5-WIN-RKSJ-H
    /DFHSGothic-W7-WING-RKSJ-H
    /DFHSGothic-W7-WINP-RKSJ-H
    /DFHSGothic-W7-WIN-RKSJ-H
    /DFHSGothic-W9-WING-RKSJ-H
    /DFHSGothic-W9-WINP-RKSJ-H
    /DFHSGothic-W9-WIN-RKSJ-H
    /DFHSMincho-W3-WING-RKSJ-H
    /DFHSMincho-W3-WINP-RKSJ-H
    /DFHSMincho-W3-WIN-RKSJ-H
    /DFHSMincho-W5-WING-RKSJ-H
    /DFHSMincho-W5-WINP-RKSJ-H
    /DFHSMincho-W5-WIN-RKSJ-H
    /DFHSMincho-W7-WING-RKSJ-H
    /DFHSMincho-W7-WINP-RKSJ-H
    /DFHSMincho-W7-WIN-RKSJ-H
    /DFHSMincho-W9-WING-RKSJ-H
    /DFHSMincho-W9-WINP-RKSJ-H
    /DFHSMincho-W9-WIN-RKSJ-H
    /DFMaruGothic-Lt-WING-RKSJ-H
    /DFMaruGothic-Lt-WINP-RKSJ-H
    /DFMaruGothic-Lt-WIN-RKSJ-H
    /DilleniaUPC
    /DilleniaUPCBold
    /DilleniaUPCBoldItalic
    /DilleniaUPCItalic
    /Dotum
    /DotumChe
    /EccentricStd
    /EdwardianScriptITC
    /Elephant-Italic
    /Elephant-Regular
    /EngraversGothicBT-Regular
    /EngraversMT
    /ErasITC-Bold
    /ErasITC-Demi
    /ErasITC-Light
    /ErasITC-Medium
    /EstrangeloEdessa
    /EucrosiaUPC
    /EucrosiaUPCBold
    /EucrosiaUPCBoldItalic
    /EucrosiaUPCItalic
    /FangSong_GB2312
    /FelixTitlingMT
    /FixedMiriamTransparent
    /FootlightMTLight
    /ForteMT
    /FranklinGothic-Book
    /FranklinGothic-BookItalic
    /FranklinGothic-Demi
    /FranklinGothic-DemiCond
    /FranklinGothic-DemiItalic
    /FranklinGothic-Heavy
    /FranklinGothic-HeavyItalic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Cond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FrankRuehl
    /FreesiaUPC
    /FreesiaUPCBold
    /FreesiaUPCBoldItalic
    /FreesiaUPCItalic
    /FreestyleScript-Regular
    /FrenchScriptMT
    /Frutiger-Bold
    /Frutiger-Light
    /FrutigerLT-Light
    /FrutigerLTStd-Black
    /FrutigerLTStd-Bold
    /FrutigerLTStd-BoldCn
    /FrutigerLTStd-BoldItalic
    /FrutigerLTStd-Cn
    /FrutigerLTStd-Italic
    /FrutigerLTStd-LightCn
    /FrutigerLTStd-LightItalic
    /FrutigerLTStd-Roman
    /FZFSK--GBK1-0
    /FZHTK--GBK1-0
    /FZKTK--GBK1-0
    /FZSTK--GBK1-0
    /FZSYK--GBK1-0
    /FZSY--SURROGATE-0
    /FZXSSB--B51-0
    /FZYTK--GBK1-0
    /Garamond
    /Garamond-Bold
    /Garamond-Italic
    /GaramondPremrPro
    /GaramondPremrPro-It
    /GaramondPremrPro-Smbd
    /GaramondPremrPro-SmbdIt
    /Gautami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iddyupStd
    /Gigi-Regular
    /GillSansMT
    /GillSansMT-Bold
    /GillSansMT-BoldItalic
    /GillSansMT-Condensed
    /GillSansMT-ExtraCondensedBold
    /GillSansMT-Italic
    /GillSans-UltraBold
    /GillSans-UltraBoldCondensed
    /GloucesterMT-ExtraCondensed
    /Gotham-Black
    /Gotham-Bold
    /Gotham-Book
    /Gotham-BookItalic
    /Gotham-Light
    /Gotham-Medium
    /Gotham-Ultra
    /GoudyOldStyleT-Bold
    /GoudyOldStyleT-Italic
    /GoudyOldStyleT-Regular
    /GoudyStout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2gprM
    /H2gsrB
    /H2gtrE
    /H2gtrM
    /H2hdrM
    /H2mjrE
    /H2mjsM
    /H2porL
    /H2sa1M
    /Haettenschweiler
    /HarlowSolid
    /Harrington
    /HeitiCSEG-Medium-GB
    /Helvetica
    /Helvetica-Black
    /Helvetica-BlackOblique
    /Helvetica-Bold
    /Helvetica-BoldOblique
    /HelveticaCE
    /HelveticaCE-Bold
    /HelveticaCE-BoldOblique
    /HelveticaCE-Oblique
    /Helvetica-Compressed
    /Helvetica-Condensed-Black
    /Helvetica-Condensed-Bold
    /HelveticaCyr-Bold
    /HelveticaCyr-BoldInclined
    /HelveticaCyr-Inclined
    /HelveticaCyr-Upright
    /Helvetica-Cyryl
    /HeLvetica-CyrylBold
    /Helvetica-CyrylBoldOblique
    /Helvetica-CyrylOblique
    /Helvetica-ExtraCompressed
    /HelveticaGreek-BdInclined
    /HelveticaGreek-Bold
    /HelveticaGreek-Inclined
    /HelveticaGreek-Upright
    /Helvetica-Light
    /Helvetica-LightOblique
    /Helvetica-Narrow
    /Helvetica-Narrow-Bold
    /HelveticaNeue-Black
    /HelveticaNeue-BlackItalic
    /HelveticaNeue-Bold
    /HelveticaNeueBoldCond
    /HelveticaNeue-BoldCond
    /HelveticaNeueBoldCondObl
    /HelveticaNeue-BoldCondObl
    /HelveticaNeue-BoldExt
    /HelveticaNeue-BoldItalic
    /HelveticaNeue-Condensed
    /HelveticaNeue-CondensedObl
    /HelveticaNeue-Heavy
    /HelveticaNeue-HeavyCond
    /HelveticaNeue-HeavyCondObl
    /HelveticaNeue-HeavyExtObl
    /HelveticaNeue-HeavyItalic
    /HelveticaNeue-Italic
    /HelveticaNeue-Light
    /HelveticaNeue-LightCond
    /HelveticaNeue-LightCondObl
    /HelveticaNeue-LightExt
    /HelveticaNeue-LightExtObl
    /HelveticaNeue-LightItalic
    /HelveticaNeueLTPro-Bd
    /HelveticaNeueLTPro-BdCn
    /HelveticaNeueLTPro-BdCnO
    /HelveticaNeueLTPro-BdEx
    /HelveticaNeueLTPro-BdExO
    /HelveticaNeueLTPro-BdIt
    /HelveticaNeueLTPro-BdOu
    /HelveticaNeueLTPro-Blk
    /HelveticaNeueLTPro-BlkCn
    /HelveticaNeueLTPro-BlkCnO
    /HelveticaNeueLTPro-BlkEx
    /HelveticaNeueLTPro-BlkExO
    /HelveticaNeueLTPro-BlkIt
    /HelveticaNeueLTPro-Cn
    /HelveticaNeueLTPro-CnO
    /HelveticaNeueLTPro-Ex
    /HelveticaNeueLTPro-ExO
    /HelveticaNeueLTPro-Hv
    /HelveticaNeueLTPro-HvCn
    /HelveticaNeueLTPro-HvCnO
    /HelveticaNeueLTPro-HvEx
    /HelveticaNeueLTPro-HvIt
    /HelveticaNeueLTPro-It
    /HelveticaNeueLTPro-Lt
    /HelveticaNeueLTPro-LtCn
    /HelveticaNeueLTPro-LtCnO
    /HelveticaNeueLTPro-LtEx
    /HelveticaNeueLTPro-LtExO
    /HelveticaNeueLTPro-LtIt
    /HelveticaNeueLTPro-Md
    /HelveticaNeueLTPro-MdCn
    /HelveticaNeueLTPro-MdCnO
    /HelveticaNeueLTPro-MdEx
    /HelveticaNeueLTPro-MdExO
    /HelveticaNeueLTPro-MdIt
    /HelveticaNeueLTPro-Roman
    /HelveticaNeueLTPro-Th
    /HelveticaNeueLTPro-ThCn
    /HelveticaNeueLTPro-ThCnO
    /HelveticaNeueLTPro-ThEx
    /HelveticaNeueLTPro-ThExO
    /HelveticaNeueLTPro-ThIt
    /HelveticaNeueLTPro-UltLt
    /HelveticaNeueLTPro-UltLtCn
    /HelveticaNeueLTPro-UltLtCnO
    /HelveticaNeueLTPro-UltLtEx
    /HelveticaNeueLTPro-UltLtExO
    /HelveticaNeueLTPro-UltLtIt
    /HelveticaNeueLTPro-XBlkCn
    /HelveticaNeueLTPro-XBlkCnO
    /HelveticaNeueLTStd-Bd
    /HelveticaNeueLTStd-BdCn
    /HelveticaNeueLTStd-BdCnO
    /HelveticaNeueLTStd-BdEx
    /HelveticaNeueLTStd-BdExO
    /HelveticaNeueLTStd-BdIt
    /HelveticaNeueLTStd-BdOu
    /HelveticaNeueLTStd-Blk
    /HelveticaNeueLTStd-BlkCn
    /HelveticaNeueLTStd-BlkCnO
    /HelveticaNeueLTStd-BlkEx
    /HelveticaNeueLTStd-BlkExO
    /HelveticaNeueLTStd-BlkIt
    /HelveticaNeueLTStd-Cn
    /HelveticaNeueLTStd-CnO
    /HelveticaNeueLTStd-Ex
    /HelveticaNeueLTStd-ExO
    /HelveticaNeueLTStd-Hv
    /HelveticaNeueLTStd-HvCn
    /HelveticaNeueLTStd-HvCnO
    /HelveticaNeueLTStd-HvEx
    /HelveticaNeueLTStd-HvExO
    /HelveticaNeueLTStd-HvIt
    /HelveticaNeueLTStd-It
    /HelveticaNeueLTStd-Lt
    /HelveticaNeueLTStd-LtCn
    /HelveticaNeueLTStd-LtCnO
    /HelveticaNeueLTStd-LtEx
    /HelveticaNeueLTStd-LtExO
    /HelveticaNeueLTStd-LtIt
    /HelveticaNeueLTStd-Md
    /HelveticaNeueLTStd-MdCn
    /HelveticaNeueLTStd-MdCnO
    /HelveticaNeueLTStd-MdEx
    /HelveticaNeueLTStd-MdExO
    /HelveticaNeueLTStd-MdIt
    /HelveticaNeueLTStd-Roman
    /HelveticaNeueLTStd-Th
    /HelveticaNeueLTStd-ThCn
    /HelveticaNeueLTStd-ThCnO
    /HelveticaNeueLTStd-ThEx
    /HelveticaNeueLTStd-ThExO
    /HelveticaNeueLTStd-ThIt
    /HelveticaNeueLTStd-UltLt
    /HelveticaNeueLTStd-UltLtCn
    /HelveticaNeueLTStd-UltLtCnO
    /HelveticaNeueLTStd-UltLtEx
    /HelveticaNeueLTStd-UltLtExO
    /HelveticaNeueLTStd-UltLtIt
    /HelveticaNeueLTStd-XBlkCn
    /HelveticaNeueLTStd-XBlkCnO
    /HelveticaNeue-Medium
    /HelveticaNeue-MediumCond
    /HelveticaNeue-MediumCondObl
    /HelveticaNeue-MediumExt
    /HelveticaNeue-MediumExtObl
    /HelveticaNeue-MediumItalic
    /HelveticaNeue-Roman
    /HelveticaNeue-Thin
    /HelveticaNeue-ThinCond
    /HelveticaNeue-ThinCondObl
    /HelveticaNeue-ThinItalic
    /HelveticaNeue-UltraLight
    /HelveticaNeue-UltraLightItal
    /Helvetica-Oblique
    /HGGothicE
    /HGGyoshotai
    /HGMaruGothicMPRO
    /HGMinchoLightJ
    /HGPGothicE
    /HGPGyoshotai
    /HGPSoeiKakugothicUB
    /HGPSoeiKakupoptai
    /HGSeikaishotaiPRO
    /HGSGothicE
    /HGSGyoshotai
    /HGSoeiKakugothicUB
    /HGSoeiKakupoptai
    /HGSSoeiKakugothicUB
    /HGSSoeiKakupoptai
    /HighTowerText-Italic
    /HighTowerText-Reg
    /HoboStd
    /Humanist521BT-Bold
    /Humanist521BT-BoldCondensed
    /Humanist521BT-BoldItalic
    /Humanist521BT-ExtraBold
    /Humanist521BT-Italic
    /Humanist521BT-Light
    /Humanist521BT-LightItalic
    /Humanist521BT-Roman
    /Humanist521BT-RomanCondensed
    /Humanist521BT-UltraBold
    /Humanist521BT-XtraBoldCondensed
    /HYGoThic-Bold
    /Impact
    /ImprintMT-Shadow
    /InformalRoman-Regular
    /InnMing-Medium
    /IrisUPC
    /IrisUPCBold
    /IrisUPCBoldItalic
    /IrisUPCItalic
    /JasmineUPC
    /JasmineUPC-Bold
    /JasmineUPC-BoldItalic
    /JasmineUPC-Italic
    /Jokerman-Regular
    /JuiceITC-Regular
    /KaiTi_GB2312
    /Kartika
    /KodchiangUPC
    /KodchiangUPC-Bold
    /KodchiangUPC-BoldItalic
    /KodchiangUPC-Italic
    /KozGoPro-Bold
    /KozGoPro-ExtraLight
    /KozGoPro-Heavy
    /KozGoPro-Light
    /KozGoPro-Medium
    /KozGoPro-Regular
    /KozMinPro-Bold
    /KozMinPro-ExtraLight
    /KozMinPro-Heavy
    /KozMinPro-Light
    /KozMinPro-Medium
    /KozMinPro-Regular
    /KristenITC-Regular
    /KunstlerScript
    /Latha
    /LatinWide
    /LetterGothicStd
    /LetterGothicStd-Bold
    /LetterGothicStd-BoldSlanted
    /LetterGothicStd-Slanted
    /LevenimMT
    /LevenimMTBold
    /LilyUPC
    /LilyUPCBold
    /LilyUPCBoldItalic
    /LilyUPCItalic
    /LinGothic-Medium
    /LiSu
    /LithosPro-Black
    /LithosPro-Regular
    /LucidaBright
    /LucidaBright-Demi
    /LucidaBright-DemiItalic
    /LucidaBright-Italic
    /LucidaCalligraphy-Italic
    /LucidaConsole
    /LucidaFax
    /LucidaFax-Demi
    /LucidaFax-DemiItalic
    /LucidaFax-Italic
    /LucidaHandwriting-Italic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Typewriter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
    /LucidaSans-TypewriterBoldOblique
    /LucidaSans-TypewriterOblique
    /LucidaSansUnicode
    /MagicR-HM
    /Magneto-Bold
    /MaiandraGD-Regular
    /Mangal-Regular
    /MaturaMTScriptCapitals
    /MesquiteStd
    /MicrosoftSansSerif
    /MingLiU
    /MinionPro-Bold
    /MinionPro-BoldCn
    /MinionPro-BoldCnIt
    /MinionPro-BoldIt
    /MinionPro-It
    /MinionPro-Medium
    /MinionPro-MediumIt
    /MinionPro-Regular
    /MinionPro-Semibold
    /MinionPro-SemiboldIt
    /Miriam
    /MiriamFixed
    /MiriamTransparent
    /Mistral
    /Modern-Regular
    /MonotypeCorsiva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ReferenceSansSerif
    /MSReferenceSpecialty
    /MS-UIGothic
    /MT-Extra
    /MVBoli
    /MyriadPro-Bold
    /MyriadPro-BoldCond
    /MyriadPro-BoldCondIt
    /MyriadPro-BoldIt
    /MyriadPro-Cond
    /MyriadPro-CondIt
    /MyriadPro-It
    /MyriadPro-Regular
    /MyriadPro-Semibold
    /MyriadPro-SemiboldIt
    /Narkisim
    /NewGulim
    /NiagaraEngraved-Reg
    /NiagaraSolid-Reg
    /NSimSun
    /NuevaStd-BoldCond
    /NuevaStd-BoldCondItalic
    /NuevaStd-Cond
    /NuevaStd-CondItalic
    /OCRAExtended
    /OCRAStd
    /OldEnglishTextMT
    /Onyx
    /OratorStd
    /OratorStd-Slanted
    /PalaceScriptMT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pyrus-Regular
    /Parchment-Regular
    /Perpetua
    /Perpetua-Bold
    /Perpetua-BoldItalic
    /Perpetua-Italic
    /PerpetuaTitlingMT-Bold
    /PerpetuaTitlingMT-Light
    /Playbill
    /PMingLiU
    /PoorRichard-Regular
    /PoplarStd
    /PrestigeEliteStd-Bd
    /Pristina-Regular
    /Raavi
    /RageItalic
    /Ravie
    /Rockwell
    /Rockwell-Bold
    /Rockwell-BoldItalic
    /Rockwell-Condensed
    /Rockwell-CondensedBold
    /Rockwell-ExtraBold
    /Rockwell-Italic
    /Rod
    /RodTransparent
    /RosewoodStd-Regular
    /ScriptMTBold
    /Segoe
    /SegoeBlack
    /SegoeBlack-Italic
    /Segoe-Bold
    /Segoe-BoldItalic
    /SegoeCondensed
    /SegoeCondensed-Bold
    /SegoeCondensed-BoldItalic
    /SegoeCondensed-Italic
    /Segoe-Italic
    /Segoe-Light
    /Segoe-LightItalic
    /SegoePrint
    /SegoePrint-Bold
    /SegoeScript
    /SegoeScript-Bold
    /Segoe-Semibold
    /Segoe-SemiboldItalic
    /SegoeUI
    /SegoeUI-Bold
    /SegoeUI-BoldItalic
    /SegoeUI-Italic
    /ShowcardGothic-Reg
    /SHREE-DEV-0708
    /Shruti
    /SimHei
    /SimSun
    /SnapITC-Regular
    /STCaiyun
    /Stencil
    /StencilStd
    /STFangsong
    /STHupo
    /STKaiti
    /STLiti
    /STSong
    /STXihei
    /STXingkai
    /STXinwei
    /STZhongsong
    /Sylfaen
    /Symbol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ektonPro-Bold
    /TektonPro-BoldCond
    /TektonPro-BoldExt
    /TektonPro-BoldObl
    /TempusSansITC
    /Times-Bold
    /Times-BoldItalic
    /Times-Italic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imes-Roman
    /Times-Semibold
    /Times-SemiboldItalic
    /TrajanPro-Bold
    /TrajanPro-Regular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unga-Regular
    /TwCenMT-Bold
    /TwCenMT-BoldItalic
    /TwCenMT-Condensed
    /TwCenMT-CondensedBold
    /TwCenMT-CondensedExtraBold
    /TwCenMT-Italic
    /TwCenMT-Regular
    /Univers
    /Univers-Black
    /Univers-BlackExt
    /Univers-BlackOblique
    /Univers-Bold
    /Univers-BoldOblique
    /UniversCE-Black
    /UniversCE-BlackOblique
    /UniversCE-Bold
    /UniversCE-BoldOblique
    /UniversCE-Light
    /UniversCE-LightOblique
    /UniversCE-Medium
    /UniversCE-Oblique
    /Univers-Condensed
    /Univers-CondensedBold
    /Univers-CondensedBoldOblique
    /Univers-CondensedLight
    /Univers-CondensedOblique
    /UniversCyr
    /UniversCyr-Black
    /UniversCyr-BlackOblique
    /UniversCyr-Bold
    /UniversCyr-BoldOblique
    /UniversCyr-Light
    /UniversCyr-LightOblique
    /UniversCyr-Oblique
    /Univers-Light
    /Univers-LightOblique
    /UniversLT
    /UniversLT-Black
    /UniversLT-BlackExt
    /UniversLT-BlackExtObl
    /UniversLT-BlackOblique
    /UniversLT-Bold
    /UniversLT-BoldExt
    /UniversLT-BoldExtObl
    /UniversLT-BoldItalic
    /UniversLT-BoldOblique
    /UniversLT-Condensed
    /UniversLT-CondensedBold
    /UniversLT-CondensedBoldOblique
    /UniversLT-CondensedLight
    /UniversLT-CondensedLightOblique
    /UniversLT-CondensedOblique
    /UniversLT-Extended
    /UniversLT-ExtendedObl
    /UniversLT-ExtraBlack
    /UniversLT-ExtraBlackExt
    /UniversLT-ExtraBlackExtObl
    /UniversLT-ExtraBlackObl
    /UniversLT-Light
    /UniversLT-LightOblique
    /UniversLT-LightUltraCondensed
    /UniversLT-Oblique
    /UniversLT-ThinUltraCondensed
    /UniversLT-UltraCondensed
    /Univers-Oblique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inerHandITC
    /Vivaldii
    /VladimirScript
    /Vrinda
    /Webdings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YetR-HM
    /ZenKai-Medium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6c00e60073006e0069006e0067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1007500660020004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72006e00200075006e0064002000500072006f006f0066002d00470065007200e400740065006e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6f006e007300650067007500690072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00065006e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500730063007200690074006f00720069006f00200079002000680065007200720061006d00690065006e00740061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f00720072006500630063006900f3006e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e90070007200650075007600650073002000650074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6400650020006800610075007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73007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1006e0074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20075007200650061007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730075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6e0074006900200065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c730b930af30c830c330d730d730ea30f330bf3067306e53705237307e305f306f30d730eb30fc30d57528306b9069305730663044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6006f0072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0007000e500200062006f0072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50072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5006d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f0072006100730020006400650073006b0074006f00700020006500200064006900730070006f00730069007400690076006f0073002000640065002000700072006f00760061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0006c0061006100640075006b006100730074006100200074007900f6007000f60079007400e4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6a00610020007600650064006f007300740075007300740061002000760061007200740065006e002e0020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6500720020007000e5002000760061006e006c00690067006100200073006b0072006900760061007200650020006f006300680020006600f600720020006b006f007200720065006b007400750072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