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科SD-Access
企业联网变得快捷灵活

 
2017年11月



第2页

评估用于常见联网任务的思科SD-Access

摘要
企业联网的难度始终远超合理范畴。长久以来，企业一直都在努力克服设计死板僵化、命令行序列晦涩难懂和移动性
有限等诸多限制。

思科希望通过SD-Access (软件定义接入) 来改变这种现状。SD-Access是由软件定义的一系列自动化工具，它令企业
联网功能更为便捷和强大。SD-Access基于思科DNA中心管理界面并支持在多个思科硬件平台运行，能够让用户摆脱
大量繁琐重复的功能，而以往即使是简单的网络配置也需要这些功能。

思科委托独立咨询机构Network Test对使用中的SD-Access进行评估，测试涵盖九项常见的客户任务：

• 网络分层设计

• 业务分段

• 用户策略定义

• 绿场部署

• 有线自动化

• 新服务实现

• 网络可编程性

• 无线连接

• 服务保证

得出的要点非常简单：在每个测试用例中，我们可以在30分钟或更短时间内部署和管理企业网络，而命令行方式则需
要长达一周的时间。

除了易用性外，SD-Access还将用户与物理位置分离，令联网功能变得更加强大。此外，所有任务均可通过基于Web的
单个仪表板或以编程方式完成，两种方式可借助同一API集合。至此，网络专业人士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定制网络，而不
是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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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Access简介
SD-Access包括企业网络中的有线和无线基础设施，并通过名为思科DNA中心的单个仪表板呈现整个企业网络。

许多不同的思科硬件产品线均支持SD-Access，包括全新的Catalyst 9000交换机系列。以下所有产品均可协同工作，
利用SD-Access构建全企业范围的架构域：

• Catalyst 3650和3850 (所有型号)

• Catalyst 4500-E + Sup8E/9E和4700模块

• Catalyst 65xx + Sup2T/6T

• Catalyst 6807-XL + Sup2T/6T和6800 10G模块

• Catalyst 6880-X或C6840-X (所有型号)

• Catalyst 9300、9400和9500 (所有型号)

• Nexus 7700 + Sup2E和M3模块

• ASR 1000-X或1000-HX (所有型号)

• ISR 4430或4450 (所有型号)

• 思科WLC 3504、5520或8540

• 思科AP 1700/2700/3700 (Wave 1标准，附注意事项)

• 思科AP 1800/2800/3800 (Wave 2标准)

在软件方面，思科DNA中心提供一种基于Web的企业网络视图，以不同的模块配置和监控网络。如上所述，思科DNA
中心为所有任务使用同一API集合。这些API支持以编程方式配置超大规模网络，涵盖企业网络设计、部署、监视和管理
的每一步。

更简单，但更强大

SD-Access在企业网络设计中引入了多项旨在增强易用性和灵活性的新理念：

IP地址池与人关联，而非位置。在传统设计中，网络架构师分配的IP地址池 (通常通过DHCP服务器分发) 都是与单个
物理位置相关联。SD-Access仍然需要DHCP服务器，但如今，IP地址池绑定到架构域而非物理位置。这将在关联用户
与策略时带来更大的移动性和灵活性，而无需考虑物理位置。

IP地址池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的整个用户群的大小。使用SD-Access，每个用户无论身在何处都得到相同的IP地址 (在
DHCP租约期限内)。这相对于传统方法有重大改进，后者在每个位置分配IP地址段，扩充或重新分配IP地址池的难度
极大，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每个边缘设备均使用相同的任播网关。传统网络要求每个边缘设备都定义单独的网关地址，即使在同一位置，例如同
一园区内的不同建筑物或楼层，也要使用不同的网关地址。相比之下，SD-Access使用IP任播技术，因此每个IP地址池
中的所有边缘设备均使用相同的网关地址。这样不仅降低了配置复杂性，而且缩小了企业园区内的IP路由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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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组分段可应用于有线和无线用户的架构边缘处。SD-Access首次允许为每个单独的边缘交换机和接入点 (AP) 
定义VRF实例和访问策略。这为有线和无线用户和设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路由和访问控制粒度水平。

这些改变基于一条共同思路：SD-Access明显是一种以业务和用户为中心的网络设计方法，而非传统方法以设备和网
络为中心。SD-Access根据业务驱动因素定义网络意图并指定网络连接的结构，而不是反过来。

测试方法
思科要求Network Test通过九项涵盖常见企业联网任务的用例评估SD-Access：

• 网络分层设计

• 业务分段

• 用户策略定义

• 绿场部署

• 有线自动化

• 新服务实现

• 网络可编程性

• 无线连接

• 服务保证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均使用思科DNA中心仪表板，然后将配置推送到整个企业的每个网络节点。

在这些测试中，我们为一个假想组织建立了一个新的站点和多组用户。每组用户都配有不同的访问策略，并且在某些
情况下配有不同的虚拟网络，以提供适当的分段和用户访问权限，而无需考虑用户所在位置。

重要的是，我们无需改动网络中的每台设备。即使在绿场测试中，也只需一台设备接收IP地址；在此之后，思科DNA中
心负责其他所有交换机和路由器的全部设置。相比之下，传统网络设备配置要求在每个设备执行控制台登录。涉及的
设备越多，手动配置也越多。

在适用时，本报告将每项任务所需的步骤和时间与使用手动CLI配置涉及的相同功能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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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层次结构：设计底层传输
第一个用例涉及最常见的网络架构任务：设计一个具有位置、建筑物和楼层层次结构的企业网络。

层次结构创建完成后，网络即可实施管理和基本服务。它将为本报告中描述的其他测试的软件定义策略和服务提供
传输服务。

SD-Access网络由边界节点、控制平面和架构边缘构成。边界节点是SD-Access架构域和架构外的网络之间的网关。
控制平面节点用于维护主机跟踪数据库 (HTDB)，并使用定位编号分离协议 (LISP) 提供一个映射服务器 (用于将架构
边缘注册消息填入HTDB)；以及一个映射解析器 (用于回应请求目的地节点位置信息的边缘设备的查询)。架构边缘节
点类似于传统网络中的接入层交换机，但每个节点都提供LISP端点注册；用户到虚拟网络的映射；一个任播三层网关
以及LISP转发。本文档将在下文的图9中展示列出包含所有这些构成要素的网络拓扑结构。

在本测试用例中，我们设计了一个包含五个位置的全球企业网络 (如图1所示)，并关注其中一个位置的建筑物和楼层
层次结构。在此项测试中，我们关注一个位置的现有思科设备：

图1: 思科SD-Access层次结构，全球范围内五个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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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科Catalyst 6807-XL交换机 (边界节点)

• 思科Catalyst 4507交换机 (直通设备；无需SD-Access感知)

• 4个思科Catalyst 3850交换机 (1个控制平面节点和3个边缘交换机)

• 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服务器

使用思科DNA中心可显著简化网络设计。这一过程分为五步，均通过思科DNA中心Web界面进行处理。整个配置过程
从开始到结束似乎不到30分钟，包括创建不同站点的实验时间。

下表显示使用SD-Access定义分层网络所需的步骤和时间，并将其与命令行界面 (CLI) 配置法进行了比较：请注意，使
用SD-Access可节省大量时间。此外，当向网络添加更多交换机和路由器时，手动配置时间也会大幅增加；SD-Access
可以显著加快网络设计速度。

思科SD-Access 手动CLI配置

测试时间：< 30分钟

使用思科DNA中心为整个企业完成一次性部署：

• 创建网络层次结构 

• 定义AAA、DHCP、DNS、SNMP和CLI登录凭据的
网络设置

• 创建IP地址池 

• 发现设备

• (可选) 映射网络拓扑结构

预计时间：1天

针对每个位置的每个建筑物和楼层：

• 创建IP地址池

针对每个位置的思科Catalyst 68xx：

• 通过串口和SSH配置控制台访问

• 定义AAA、DHCP、DNS、SNMP和CLI登录凭据的
网络设置

针对每个位置的思科Catalyst 45xx和思科Catalyst 
3850：

• 通过串口和SSH配置控制台访问

• 定义AAA、DHCP、DNS、SNMP和CLI登录凭据的
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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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思科DNA中心内部的站点和建筑物/楼层定义。请注意，两图中均包含创建网络层次结构所需的
父节点。

图2: 使用思科DNA中心创建站点

图3: 使用思科DNA中心定义建筑物和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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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段：使用虚拟网络进行逻辑分离
完成网络定义后，下一个任务就是定义多个虚拟网络 (每个虚拟网络都包含不同的用户或事物组)。本测试的用例是一
所大学，其中的员工、教师、学生、PCI服务器和生产服务器均有独立的虚拟网络。虽然我们的测试采用一个假想大学
网络，但这些理念同样适用于物联网 (IOT)。

每个虚拟网络中的用户和设备都可互相通信。但是，虚拟网络间不能通信。要启用虚拟网络之间的通信，通信流量必
须离开边界节点然后返回，通常要穿过防火墙或外部路由器。

使用思科DNA中心Web界面，整个过程只需三步：先创建一个SD-Access虚拟网络，然后添加可扩展组，最后在可扩
展组之间定义访问策略。Web界面为用户消除了一系列底层复杂性，如创建多个虚拟路由和转发 (VRF) 实例和可扩展
组访问控制列表 (ACL)。

VRF的配置过程非常复杂。VRF生成完整的路由域 (每个路由域都有自己的虚拟网络)，并且需要以“打洞”方式穿透防
火墙配置，以便在各个域之间实现路由渗透。

SD-Access策略与思科现有的身份服务引擎 (ISE) 绑定，因此不需要重新创建新的身份验证和策略实施框架。实际
上，SD-Access利用ISE现有的可扩展组标签 (SGT，以前称为安全组标签) 机制对数据包流进行分类和管理。

为假想大学中的五组人员定义虚拟网络耗时不到15分钟，而这15分钟还包括讨论ISE集成的时间。充分理解DNA中心/
ISE集成过程后，创建未来分段所需的时间就会更少。

相比之下，使用CLI命令进行策略和虚拟网络定义则非常繁琐，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成。

传统的CLI方法不仅需要定义每个VRF实例和相关路由策略，还需要创建覆盖传输层，如MPLS网络。这一方法还需要
进行路由配置。

即使是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网络工程师，完成MPLS和VRF配置也需要数天时间。对于我们这种相对简单的单站点网
络，估计需要七天才能创建所有必需分段。

SD-Access能够消除所有这些繁杂工作，以便轻松理清用户组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

下表显示使用SD-Access进行业务分段所需的步骤，并将其与命令行界面 (CLI) 配置法进行了比较。请注意，使用
SD-Access可节省大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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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SD-Access 手动CLI配置

测试时间：< 15分钟

使用思科DNA中心为整个企业完成一次性部署：

• 创建虚拟网络 

• 将可扩展组分配给虚拟网络

• 在可扩展组之间定义访问策略

预计时间：7天

全球范围内，针对所有设备：

• 创建MPLS覆盖网络

• 创建VRF 

 针对每个位置的思科Catalyst 68xx：

• 配置MPLS

• 为每个组配置VRF

• 配置BGP、OSPF和EIGRP等动态路由协议

针对每个位置的思科Catalyst 3850：

• 配置MPLS

• 为每个组配置VRF

• 对边界和边缘之间的所有中间设备重复以上两个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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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完成后，验证DNA中心已将新策略推到思科ISE服务器，如图5所示。与预期一样，ISE界面的TrustSec (可信网络) 
部分显示了相应的拒绝和允许规则。

用户策略定义：锁定资源控制
完成底层基础架构创建和虚拟网络定义后，我们接下来将目光转向用户策略—即定义哪些组可以访问哪些资源。

我们还是利用假想大学定义了两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是禁止员工访问学生或PCI服务器。第二个策略是允许教师访问
学生、生产服务器和PCI服务器。

思科DNA中心Web界面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上述工作。对于每个策略，我们只需将先前定义的虚拟网络中的图标
拖放到源窗口和目标窗口中，如图4所示。然后选择访问规则 (“允许”或“拒绝”)，启用并保存策略。

图4: 思科DNA中心的访问控制策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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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ISE服务器中的访问控制，沿用思科DNA中心的配置

包括创建和验证访问策略在内的整个过程用时不到5分钟。相比之下，基于CLI的传统方法估计需要约2天时间。

下表显示使用SD-Access定义用户策略所需的步骤，并将其与命令行界面 (CLI) 配置法进行了比较。请注意，使用
SD-Access可节省大量时间。

思科SD-Access 手动CLI配置

测试时间：< 5分钟

使用思科DNA中心为整个企业完成一次性部署：

• 定义每个源组和目标组之间的安全策略

• 验证各个策略已推送至ISE

预计时间：2天

全球范围内：

• 在所有设备上启用TrustSec

• 在ISE上添加TrustSec用户访问策略

针对每个位置的思科Catalyst 68xx：

• 启用TrustSec (CTS配置)

• 使用SXP配置IP-SGT绑定

针对每个位置的思科Catalyst 45xx和思科Catalyst 
3850：

• 启用TrustSec (CTS配置)

• 配置静态SGT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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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场部署：从零开始的软件定义
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测试用例都是所谓的灰场部署，即使用DNA中心从现有设备构建架构。但SD-Access也同样适
用于绿场网络，并且可以显著减少配置开销，从而节省时间。

SD-Access将网络管理员从零开始配置每个新网络设备的繁琐任务中解放出来，包括带外管理、路由、安全、访问策略 
以及其他任务。与之相反，DNA中心仪表板会自动处理配置。只需在网络中部署一台支持uPNP (通用即插即用) 服务
的可寻址设备。

在本测试中，我们使用DNA中心仪表板从零开始部署四台思科Catalyst 3850交换机。我们将其中一台名为 
Switch100”的交换机指定为“种子交换机”，这表示我们为该交换机手动配置了一个IP地址，以便对其进行管理。此

后，DNA中心会自动处理剩下的所有任务。

首先是预留IP地址池并在DNA中心查找Switch100。然后，我们选择用于连接其余三台交换机的Switch100下游接口。

下一步是使用DNA中心的Provision模块运行LAN自动化，它会发现其余交换机并让我们为其命名 (在该步骤中，在每
个新交换机的主机名前添加前缀“CA”，并选择将种子交换机上的哪些端口连接到新交换机)。图6所示为LAN自动化
过程请注意，后台拓扑结构映射图中的设备清单到目前为止仅列出了Switch100。

图6: 通过思科DNA中心实现LAN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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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自动化完成后，DNA中心即可识别已经部署和配置的新交换机。请注意，图7中已包括这三台新交换机。

图7: 通过LAN自动化添加交换机

图8所示为最终的拓扑结构映射图。完成种子交换机配置后，整个过程大约需要20分钟。我们无需直接在接入交换机
上配置管理、路由或接口 (包括回环接口)，赋予种子交换机一个IP地址即可。DNA中心会自动完成剩下的所有任务。

图8: 使用SD-Access从零开始创建功能完善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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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对使用思科SD-Access和传统CLI方法进行绿场部署进行了比较。请注意，使用SD-Access连通网络的速度比手
动CLI方法快得多。此外，随着网络的扩张，手动配置所需时间将呈指数式增长，而非线性增长。这是因为不仅需要为
每个交换机定义一个地址，还要配置交换机之间的互连，任务的复杂性也会随着网络的扩张不断增加。

思科SD-Access 手动CLI配置

测试时间：20分钟

使用思科DNA中心为整个企业完成一次性部署：

• 选择种子设备并赋予其一个IP地址

• 为主机分配IP地址池

• 选择下游交换机端口

• 选择站点

预计时间：5小时

全球范围内，针对所有设备：

• 配置管理接口

• 配置L3接口

• 配置IS-IS路由

• 配置用户名和密码

• 为设备管理启用SSH

• 为VTY 线路启用传输

• 定义AAA、DHCP、DNS和SNMP的网络设置

• 配置主机名

分别针对每台设备：

• 配置所有相应接口上与相邻设备和网络的互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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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自动化：创建覆盖网络
在先前的测试用例中，我们将设备添加至思科DNA中心来构建底层传输 (在灰场测试用例中手动添加，或者在绿场测
试用例中自动添加)，但没有指定覆盖网络的工作方式。借助有线自动化，SD-Access可创建覆盖网络并定义架构边缘
以及控制平面和边界功能。

思科DNA中心Web界面用简单的五步即可实现这一过程：

配置网络设备。添加所有先前定义的设备即可。虽然我们的测试只涉及一个站点，但覆盖网络可能在多个位置包含大
量设备。

创建架构域。使用SD-Access可任意调整架构域的规模大小。在本用例中，我们定义了一个名为“University”的新架
构，并使用DNA中心的Provision/Fabric模块将所有先前定义的设备添加到该架构中。

重要的是，该步骤创建了包含多个物理设备的单一逻辑架构，同时令网络专业人员无需接触底层机制 (这可能相当
复杂)。

定义边界节点。边界和控制平面节点需要在SD-Access中明确定义。这也非常简单，单击先前定义的思科
Catalyst 6807-XL并将其指定为边界节点即可。

定义控制平面节点。同样，我们单击Catalyst 3850交换机并将其选为网络控制平面节点。

定义一个或多个架构边缘节点。正如网络分层设计的第一个测试用例所述，测试平台包括四台思科Catalyst 3850交换
机，其中一台作为控制平面节点。单击DNA中心中的其余三台交换机，即可将它们指定为架构边缘节点。

保存配置，将所有更改实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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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整的覆盖网络只需10分钟。增加对思科DNA中心的熟悉程度 (这是我们首次使用该Web界面) 或对网络进行编
程访问，就能更快地完成这一过程。

相比之下，以局限于CLI的传统方法创建覆盖网络相当繁琐。思科设备在覆盖网络中使用定位编号分离协议 (LISP)，并
通过VXLAN隧道传送LISP报文。LISP的功能非常强大，但也需要为覆盖网络中的每台设备定义LISP属性。

图9: 显示边界、控制平面和架构边缘节点的网络拓扑结构

图9所示为带有边界、控制平面和架构边缘节点的最终覆盖网络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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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他属性外，LISP具有丰富多样的功能，包括：

• 出口通道路由器 (ETR)

• 入口隧道路由器 (ITR)

• 映射解析器 (MR)

• 映射服务器 (MS)

• 用于终端主机的端点标识 (EID) 和路由位置标识 (RLOC)

• 网络到路由位置标识 (RLOC) 的数据库映射

• 实例ID

每个LISP功能都必须在覆盖网络中的每个设备上进行配置。我们估计使用覆盖定义对假想大学网络进行配置和测试
大约需要两天时间，明显长于使用SD-Access所需的时间 (10分钟)。

下表显示使用SD-Access实现有线自动化所需的步骤，并将其与命令行界面 (CLI) 配置法进行了比较。请注意，使用
SD-Access可节省大量时间。

思科SD-Access 手动CLI配置

测试时间：10分钟

使用思科DNA中心为整个企业完成一次性部署：

• 配置网络设备

• 创建架构域

• 定义边界节点

• 定义控制平面节点

• 定义架构边缘节点

预计时间：2天

全球范围内：

• 配置映射解析器 (MR)

• 配置映射服务器 (MS)

对于网络中的每个ITR/ETR (xTR) 路由器：

• 启用LISP

• 配置入口隧道路由器 (ITR) 功能

• 配置出口隧道路由器 (ETR) 功能

• 确定MR位置

• 为每个虚拟网络配置EID到位置标识的数据库映射，
包括优先级和权重

• 确定映射服务器 (MS) 位置并设置身份认证密钥

• 配置代理ITR功能

• 配置代理ETR功能

• 配置代理ALT-LISP功能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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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服务实现：动态身份验证配置
不同的用户组需要不同的访问权限。在本测试用例中，我们为假想大学的访客创建了一个新的虚拟网络，并为他们提
供访问权限 (不同于我们先前在业务分段测试用例中定义的虚拟网络的访问权限)。

在本测试中，我们创建了两个IP地址池—“Guest”和“Campus18”，它们各自采用不同的认证方式。访客使用MAC
旁路认证 (MA-B)，Campus18组中的用户则使用802.1X接人进行身份验证。

使用思科DNA中心Web界面，完成这一过程只需五步：

创建“Guest”覆盖虚拟网络。这与我们在先前的测试用例中设置虚拟网络的步骤相同。

为主机分配IP地址池。我们为“Campus18”和“Guest”网络分配了不同的IP地址池，两个网络分别使用802.1X和MAB
认证方式。

添加访客和校园主机。我们使用VMware vSphere将虚拟主机连接到架构边缘端口。

验证主机认证功能。在最终检查中，我们验证了边缘交换机能够识别每个主机使用正确的认证方式。图10所示为两个
经过正确认证的主机会话，它们分别使用MAB和802.1X认证。

验证主机连接性。然后我们验证了每位访客和Campus18主机均可获得IPv4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并可ping通网关
地址。只有MAB和802.1X认证都按预期发挥作用，才可实现上述应用。

使用思科DNA中心界面，完成所有步骤只需20分钟。

如果采用局限于CLI的传统方法，我们估计实现相同的功能将耗时约1天时间，其中需要考虑ISE服务器认证和访问策
略配置；每台交换机上每个端口的身份认证配置；SGT主机映射和其他步骤。

图10: MAB和802.1X身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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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将思科SD-Access与传统CLI方法在新服务实现方面进行了比较。请注意，使用SD-Access进行配置和验证的速度
明显快于手动CLI方法。

思科SD-Access 手动CLI配置

测试时间：20分钟

使用思科DNA中心为整个企业完成一次性部署：

• 根据需要创建新的虚拟网络

• 为主机分配IP地址池

• 为新建虚拟网络添加主机

• 验证身份认证方式

• 验证主机连接性

预计时间：1天

全球范围内：

• 为访客访问创建VRF实例

• 在ISE上配置身份认证和访问策略

• 启用802.1X动态主机身份认证

针对每个位置的思科Catalyst 68xx：

• (无需任何步骤)

针对每个位置的思科Catalyst 45xx和思科Catalyst 
3850：

• 在每个交换机的所需端口启用802.1X动态主机身份
认证

• 为没有配置802.1X的任何端口配置静态SGT端口
映射

• 根据需要配置802.1X选项 (关闭、打开、优先级等)

• 为每个端口添加CTS配置 

• 为接入交换机和边界节点间的所有中间设备重复
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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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可编程性：针对任何任务的软件定义接入
如前所述，可借助思科DNA中心图形界面完成的任何任务也可通过类别广泛的API以编程方式访问。这些API涵盖几
乎所有配置、管理和监控任务。API可通过主流的脚本语言 (如Python) 调用，使得这种软件定义网络控制方法特别适
合大规模网络。

在这些测试中，我们以编程方式完成了三项任务：

• 使用NETCONF和Yang模型创建VRF

• 通过直接运行于交换机的Python脚本启动思科嵌入式事件管理器 (EEM)

• 通过YDK模型配置架构边缘主机名；将接口配置转换为XML；并启用OSPF路由

这些任务都不需要与设备的CLI直接交互。虽然我们的测试平台仅有一台交换机 (本用例中为思科Catalyst 3650)，但
可轻松修改脚本，以便在数百或数千台交换机上执行相同的任务—均采用相同的“零接触”编程方法。

使用NETCONF和Yang模型创建VRF

在第一个自动化测试用例中，我们使用YangExplorer浏览器定义了一个VRF实例。首先，我们导航到浏览器的 
ietf-interfaces/interfaces”节点，验证交换机尚未定义接口或VRF实例，如图11所示。

然后我们特意配置一个名为“test”的VRF实例，其包含一个无效的路由区分符 (RD)“abcdef”。在YangExplorer中创
建并运行远程过程调用 (RPC) 后，由于RD名称中违规使用非整数字符，浏览器正确地拒绝了输入。

使用有效的RD值纠正错误后，则运行无误。现在，从“ietf-interfaces/interfaces”节点运行的get-config命令显示已在
交换机上配置有效的VRF实例。图12比较了依次输入无效和有效RD值后的RPC输出内容。

我们还编写了一个20行Python脚本，用于定义和部署来自用户输入值的VRF名称和RD值，并验证脚本将有效的VRF实
例定义推送到交换机。尽管测试时仅使用了一个VRF实例，但可通过另一个具有成千上百个VRF实例名称和RD值的脚
本轻松地调用这个20行脚本，而在成千上百个交换机上运行这些命令的第三个脚本转而也可调用前者。

完成这些任务总共花费约45分钟，但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YangExplorer的操作方法以及修改Python脚本观察可
能出现的结果。以编程方式创建每个VRF实例用时不到1分钟，包括检查和复查输入的时间。一个熟悉Python语言的
程序员可以在15分钟内轻松完成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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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定义接口和VRF实例前的YangExplorer浏览器

图12: 具有无效和有效RD值的YangExplorer浏览器RPC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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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On-Box脚本运行思科EEM 

下一个测试用例涉及在思科Catalyst 3650交换机上直接运行Python脚本。运行IOS XE的思科交换机支持一种称为
访客外壳的专用Linux容器 (LXC)。在该外壳中，用户可以安装和运行Python脚本，并访问网络、任何SD-Access API和
交换机引导闪存。

在本用例中，每当交换机的运行配置文件发生变化时，我们会在交换机上运行一个名为思科嵌入式事件管理器 (EEM)
的Python脚本。该脚本的工作原理是将引导闪存中保存的配置与新配置进行比较。在此处，脚本的执行时间不到1分
钟，预计Python程序员可以在15到30分钟内从零开始完成整个测试。

使用YDK实现全面自动化

Yang开发工具包 (YDK) 为SD-Access交换机配置、管理和监控提供全方位的编程控制。

在该测试中，我们使用YDK设置交换机的主机名；生成XML格式的交换机接口配置；并启用OSPF路由。

YDK将模块存储在可检索的树形结构中。在树形结构中搜索“主机名”或“接口”等配置术语，就能够找到以编程方式
控制每个对象所需的命令、数据类型和其他信息。

根据YDK创建Python脚本后，我们验证可以更改交换机主机名并生成XML格式的交换机接口配置。图13所示为针对
某个接口生成的XML配置；请注意，该XML标记可以传递给其它程序，实现模块化形式的网络构建。

图13: 使用Python脚本语言生成的XML格式接口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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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自动化测试中，我们使用了应用程序扩展 (一种对执行类似任务的相关功能进行分组的结构)，以便在思科
Catalyst 3650上启用OSPF路由。图14显示了为启用OSPF而生成的RPC代码，而图15对以编程方式启用OSPF路由前
后的CLI输出内容进行了比较。

图14: 使用Python脚本语言生成的XML格式OSPF配置

图15: 自动化完成前后，在命令行上检查OSPF配置

三项任务用时均不到1分钟。熟练的Python程序员可在30分钟内从零开始写出必要的API调用脚本。

本节并未使用表格比较SD-Access与CLI配置法的完成时间，因为至少对于某些任务，此类比较是不可行的。例如，网
络管理员无法使用传统的CLI方法以XML格式表示接口配置，更不能在交换机上运行脚本来执行此类操作，或者将生
成的XML数据传递给其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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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连接：使用DNA中心轻松上线
在许多传统的网络设计中，无线LAN是与有线网络分开配置和管理的。思科SD-Access使用相同的思科DNA中心仪表
板启动无线和有线客户端，极大地简化了无线客户端的上线过程。

我们使用思科DNA中心验证无线客户端的上线。该图形界面只需几步即可轻松完成这一任务。

图16所示为多件无线基础设施设备的发现过程，包括名为“Fab-WLC1”的无线LAN控制器 (WLC) 和名为 
AP3800-Edge1”的接入点。这些都是我们在本测试中使用的设备。图17所示为在现有架构域中配置WLC。

图16: 使用DNA中心发现无线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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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在现有架构域中配置无线控制器 (WLC)

虽然DNA中心是本项测试的重点，但网络管理员也可继续使用现有工具监控连接性。图18所示为WLC的Web界面，
其指示两个客户端已经与名为“AP3800-Edge1”的接入点相关联。此类信息也可通过DNA中心获取。

如上所述，针对有线用户的方法和规则同样也能对无线用户的资源访问权限进行严格控制。在本测试用例中，我们创
建了一个名为“FTPdeny”的新访问策略，用于封阻员工到承包商用户组的流量。无论两组成员连入的是有线网络还
是无线网络，该策略均适用。实际上，访问策略的创建对于所有资源都是相同的。

无线客户端的上线过程非常快。从零开始构建无线网络只需17分钟，包括发现和配置无线控制器；创建IP地址池和
SSID；定义访问策略；将WLC添加到架构中；验证客户端的连接性。

相比之下，以基于CLI的传统方法配置无线连接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我们估计通过CLI和WLC GUI实现相同功能
大约需要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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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验证无线客户端连接性

下表对使用思科SD-Access和传统CLI方法进行无线部署进行了比较。请注意，使用SD-Access连通无线网络的速度
比手动CLI方法快得多。

思科SD-Access 手动CLI配置

测试时间：17分钟

使用思科DNA中心为整个企业完成一次性部署：

• 查找无线控制器 (WLC)

• 为无线客户端和AP创建独立的IP地址池

• 创建SSID

• 创建访问策略

• 配置 (将WLC添加到之前定义的网站)

• 将WLC集成到架构域中

• 验证无线客户端连接性

预计时间：3小时

针对连接到WLC的交换机：

• 将连接到WLC的交换机端口配置为中继模式

• 为在WLC上配置的所有无线客户端子网创建VLAN

• 为所有无线客户端子网配置L3接口

• 为所有无线客户端定义DHCP作用域 (如果不使用
专门的DHCP服务器)

针对连接到每个AP的交换机：

• 在接入模式下，配置连接到AP的交换机端口 
(为本机模式AP)

• 在中继模式下，配置连接到AP的交换机端口 
(为FlexConnect AP)

• 为每个无线客户端子网创建VLAN

• 为所有无线客户端子网配置L3接口

• 为每个AP配置AP注册方法 (DHCP选项43、DNS或
指向WLC的IP助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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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保证：快速隔离网络问题
除配置和部署网络外，DNA中心仪表板还能进行持续监控和管理，并且可以快速将用户问题与网络问题相关联。

为验证这一点，我们特意引发了一个无线用户的常见问题：射频覆盖不佳。

图19所示为DNA中心Assurance模块的健康检查功能。请注意，报告的问题有：iPhone上的某个客户端遇到覆盖盲区，
无法连接到特定AP上的SSID“WifiCorpDot1x”。还应注意网络拓扑结构，它为网络管理员提供了客户端到网络连接的
图形显示。

图19: 使用思科DNA中心的Assurance模块进行故障隔离

单击AP (Assurance/Health下方) 可显示高利用率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能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如图20所示。

对于更复杂的RF问题，用户可以钻取每个AP的详细信息，查看一段时间内的无线相关数据，例如接收信号强度指数 
(RSSI) 图表，信噪比 (SNR) 和数据速率。能够查看这些指标的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远比查看任何一个数据点重要，并
且还有助于将用户问题与网络问题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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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识别故障的根本原因，并提出补救措施

使用DNA中心的Assurance模块，只需不到1分钟即可确定客户端存在的问题，并将它们与网络设备 (本用例中为AP) 
的问题相关联。相比之下，手动故障诊断用时长达数小时，而且容易出错。

下表对使用思科SD-Access和手动故障诊断法进行服务保证及健康检查进行了比较。请注意，使用SD-Access识别和
关联无线网络问题要简洁得多。

思科SD-Access 手动故障诊断

测试时间：不到1分钟

使用思科DNA中心为整个企业完成一次性部署：

• 单击Assurance模块

• 单击识别出的任何问题

预计时间：1-3小时

• RF连接性故障诊断 (从WLC手动执行)

• 确定客户端在楼层图上的位置

• 确定AP客户端已连接

• 观察一段时间内的RSSI值

• 检查AP布局确定是否真正存在RF覆盖盲区

• 查看相关的RF配置文件，检查数据速率、RRM属性 
(AP发射功率、信道宽度、信道干扰和其它RF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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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思科SD-Access是企业联网领域的一项重大变革。与基于CLI的传统方法相比，使用思科SD-Access设计、配置、监控
和管理网络要容易得多。通过在同一视图中展示整个企业网络，思科DNA中心Web界面极易实现添加、移动和变更
操作。

更重要的是，思科SD-Access激发了网络设计的新思路，这是基于CLI的传统方法所无法实现的。由于SD-Access以用
户为中心，它是根据用户身份而非位置授予资源的访问权限。这使得网络设计的灵活性和移动性大大增强。

此外，SD-Access中的每项任务均可通过类别广泛的API以编程方式访问，即使在网络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也可实现
快速网络配置。DNA中心利用一个仪表板展示整个网络，这种方法大大简化了针对有线和无线用户的监控和网络安
全工作。

这些测试的结果表明，SD-Access提供了更为简洁且强大的企业联网解决方案。在每个测试用例中，思科DNA中心仪
表板经证明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复杂的配置任务，而基于CLI的传统方法则需要数天 (某个用例中长达七天) 时间。因
其部署、管理和监控企业网络更为简单、自动化程度更高且功能也更强大，SD-Access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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