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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科验证设计 (CVD) 展示以常见使用案例或工程首要事项为基础的系统。CVD 中包含一套丰富的、能够满足
客户需求的技术、功能和应用。思科工程师对每个设计都进行了综合测试，并进行了文档记录，以便确保部署
过程更快、更可靠，且完全可预测。
CVD 包含两个指南类型，提供经过测试的设计详细信息：
• 技术设计指南提供部署细节、关于认可产品和软件的信息，以及特定技术类型的最佳实践。
• 解决方案设计指南整合了现有的 CVD，但也包括不同思科产品的产品特性和功能，有时还包含关于第
三方集成的信息。
两个 CVD 类型都为思科合作伙伴或客户提供了一个开始设计和部署系统的经过测试的起点。

CVD 基础系列
本 CVD 基础指南是 2015 年 1 月系列 的一部分。在思科制作 CVD 基础系列的过程中，这些指南本身都在同一
网络实验室一起经过了测试。这样可以确保同系列的指南彼此完全兼容。每个系列都介绍一个经过实验室验证
附录 C：词汇表
的完整系统。
CVD 基础系列收录了有线和无线 LAN、WAN、数据中心、安全和网络管理技术方面的内容。CVD 基础系列可
帮助您简化系统集成，让您能够选择能解决组织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无需担心技术复杂性。
为确保 CVD 基础系列中各个设计的兼容性，您应该使用属于同一版本的指南。如需最新的 CVD 基础指南，
请访问 CVD 基础网站。

意见和问题
如果您想评论某一指南或询问问题，请使用此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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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D 导航器
CVD 导航器通过总结本指南的关键要素：使用案例、技术的涵盖范围或广度、建议的技术水平或经验以及与本指南相关的
CVD，帮助您确定本指南的适用性。本部分仅供快速参考。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简介”部分。

使用案例
本指南介绍以下技术使用案例：

•

使用案例：远程站点内部员工的 DIA - 远程站点用户直接接
入互联网以获得基于云的应用，且无需通过广域网上的中心
站点路由流量就可实现用户 Web 接入。

•

使用案例：远程站点访客无线接入用户的 DIA - 远程站点访
客用户直接接入互联网以获得基于云的应用，且无需通过中心
站点路由流量并穿越内部网络就可实现用户 Web 接入。

相关 CVD 指南

经过验证
设计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指南的“使用案例”部分。
经过验证
设计

智能广域网技术
设计指南
MPLS 广域网技术
设计指南

范围
本指南将涉及以下技术和产品领域：
•

员工的安全远程站点直接互联网接入

•

利用安全的直接互联网接入实现远程站点无线访客联网

经过验证
设计

VPN 广域网技术
设计指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指南的“设计概述”部分。

技术水平
本指南适用于具备以下技术水平或同等经验的人员：
•

CCNP 路由和交换

•

CCNP 安全

•

CCNP 无线

要查看相关 CVD 指南，请点击标题或访问
CVD 基础网站。

CVD 导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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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安全性是思科智能广域网 (IWAN)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思科 IWAN 可以通过任何连接提供不折不扣的用户体验，
帮助企业调整网络规模，在简化运营和降低成本的同时，降低安全风险。
本指南介绍如何通过在每个远程站点实现安全的直接互联网接入，而无需将员工和访客流量路由到中心网络位置，
从而降低广域网带宽和改善用户体验。

相关阅读
智能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为使用增强型内部网关路由协议 (EIGRP) 命名模式、动态多点虚拟专用网络版本 3
(DMVPNv3)、公钥基础设施 (PKI) 和思科 IWAN 性能路由版本 3 (PfRv3) 的 IWAN 路由提供配置和部署置指南。

技术使用案例
为了让远程站点用户有效地为企业提供支持，组织需要使用广域网 (WAN) 提供充足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
虽然远程站点工作人员使用许多位置集中的应用和服务，但是在每个远程站点位置提供直接互联网接入 (DIA) 仍
然有好处。通过对互联网浏览进行负载分流并提供对公共云运营商的直接接入，可大大降低专用广域网上的流量，
从而节省成本并提高整体生存能力。在远程办公室中利用云也可以大幅提高性能和总体云体验。
图 1 - 使用 DIA 的 IWAN 远程站点

互联网
DMVPN

1321

带防火墙的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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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远程站点内部员工的 DIA
远程站点用户直接接入互联网以获得基于云的应用，且无需通过广域网上的中心站点路由流量就可实现用户
Web 接入。

图 2 - 员工 DIA

MPLS
(IP-VPN)

私有云
虚拟私有云
ZBFW

分支机构

公共云

员工私有云接入
员工直接互联网接入

思科

webex
1306

互联网

本设计指南能帮助您实现以下网络功能：
• 从广域网的分流互联网流量负载，从而减少带宽使用
• 通过为 IWAN 远程站点位置的员工提供 DIA，改善用户体验
• 利用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ZBFW)、网络地址转换 (NAT) 和其他集成网络安全功能，为远程用户和应用部
署 Cisco IOS 安全服务
• 本地互联网的可恢复路由，例如通过本地回退进行重新路由，或者在发生本地互联网故障时通过中心站
点访问互联网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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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远程站点访客无线用户的 DIA
远程站点访客用户直接接入互联网以获得基于云的应用，且无需通过中心站点路由流量并穿越内部网络就可实
现用户 Web 接入。
图 3 - 访客 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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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直接互联网接入

1309

员工中心互联网接入

本设计指南能帮助您实现以下网络功能：
• 通过为访客网络用户提供独立于员工互联网接入的、隔离的安全直接互联网接入，从广域网的分流
互联网流量负载
• 通过使用具备本地和集中式网络身份验证的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和集成无线控制器功能，部署
带有可接受使用策略 (AUP) 和访客身份验证服务的远程站点无线访客接入。
• 通过利用 ZBFW、NAT 和其他网络安全功能隔离和保护访客用户流量，为远程访客用户部署 Cisco
IOS 安全服务
• 与现有的中心站点访客部署解决方案集成

思科 IWAN 和安全 DIA 概述
本指南介绍的设计可以为思科 IWAN 远程站点提供高度可用且安全的本地互联网连接。它说明如何部署网络和
服务，以支持以下 IWAN 配置：
• 员工的安全远程站点直接互联网接入
• 利用安全的直接互联网接入实现远程站点无线访客联网
虽然互联网正迅速成为一个更加稳定的平台，具有更优的性价比和更高的可靠性，但它仍然可能未达到许多企
业的标准。有了思科 IWAN，IT 就能够使用相应的安全和应用服务通过各种广域网传输提供最高水平的恢复能
力和可靠性。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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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AN 远程站点设计
IWAN 的模块化特性使您可以在整个网络复制通用的设计元素。所有 IWAN 远程站点元素都是总体设计中的标
准构建块，提供灵活、一致和可扩展的广域网部署方法。

以太网 WAN
以太网在传统上已成为一种局域网 (LAN) 技术，原因主要是可用介质的距离限制以及专用铜缆或光纤链路的要
求。以太网正在成为许多市场中主要的运营商传输方法，因此在测试架构中将以太网作为主要介质非常必要。
然而，虽然未明确指出，本指南中的许多内容同样也适用于非以太网介质，如 T1/E1、DS-3 和 OC-3 等。

私有 MPLS 作为 IWAN 传输方式
借助于 Cisco IOS 软件多协议标签交换 (MPLS)，企业和运营商能够构建下一代智能网络，通过单一基础设施提
供丰富的高级增值服务。您可以通过任何现有基础设施（如 IP、帧中继、异步传输模式 [ATM] 或以太网）来无
缝集成这种经济型解决方案。
MPLS 第 3 层 VPN 采用对等 VPN 模型，此模型利用边界网关协议 (BGP) 来分发与 VPN 有关的信息。通过该
对等模型，企业用户可以向运营商外包路由信息，从而能够显著节约成本，并降低企业的运营复杂性。

读者提示
有关将 MPLS VPN 传输技术作为 IWAN 构建块进行实施和部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PLS 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

第 2 层广域网传输现已由各运营商广泛提供，并能够扩展到广域网中的各种第 2 层流量类型（例如帧中继、点
对点、ATM 或以太网）。第 2 层广域网的最常用实施方式是使用点对点或点对多点服务提供广域网以太网。
运营商使用各种方法来实施这些以太网服务。MPLS 网络同时支持 MPLS 以太网 (EoMPLS) 和虚拟专用局域网
服务 (VPLS)。您可以使用其他网络技术（如各种拓扑形式的以太网交换机）提供以太网第 2 层广域网服务。

读者提示
有关将第 2 层传输技术作为 IWAN 构建块进行实施和部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 层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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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互联网作为 IWAN 传输方式
IWAN 使用互联网实现 VPN 站点间连接。互联网实质上是由多个互联的运营商组成的大规模公共广域网。它可
在各种位置之间提供可靠的高性能连接，但没有为这些连接提供任何明确保证。尽管互联网具有“尽力而为”
的性质，但在通过其他传输方式连接不可行时，它不失为一个合理选择。通过将互联网用作替代传输方式，可
提供额外的恢复能力。
与互联网边缘相关的讨论通常涉及互联网连接，尤其对于主站点而言。远程站点路由器通常具有可用于本地网
络浏览、云服务和专用广域网传输的互联网连接。为了确保安全，通过使用集成的安全功能，例如 Cisco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ZBFW)，维护远程站点的互联网接入。通过公共 IP 网络（例如互联网）传输时，所有远程
站点流量都必须加密。

读者提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PN 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

动态多点 VPN
动态多点 VPN (DMVPN) 是用于构建可扩展站点间 VPN 的解决方案，支持各种应用。DMVPN 常被用于支持基
于公共或私有 IP 网络的加密站点间连接，并可部署在本设计指南中介绍的所有 IWAN 路由器之上。
DMVPN 利用多点普通路由封装 (mGRE) 隧道将控制中心互联至所有分支路由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 mGRE
隧道有时也被称为 DMVPN 云。这种技术组合支持单播、组播和广播 IP，能够在隧道内运行路由协议。
对 IWAN 传输加密解决方案使用 DMVPN 的原因是，它通过简单的中心与分支配置和用于添加远程站点的
零接触中心部署模型来支持按需全网状连接，同时保持传输独立于提供商。
DMVPN 还支持具有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并且配置了 NAT 的分支路由器。在 DMVPN 路由器和互联网之间
配置防火墙是很常见的。在许多情况下，设计还需要执行 NAT 配置，以与 DMVPN 配合使用。

读者提示
本指南未涵盖 DMVPN 的配置详细信息。有关 DMVPN 的信息，请参阅《智能广域
网技术设计指南》。

路由协议
增强型内部网关路由协议
思科选择 EIGRP 作为 IWAN 的主要路由协议，因为它易于配置，不需要大量规划，具有灵活的汇总和过滤，
而且可以扩展成大型网络。随着网络的不断扩大，IP 前缀或在路由表中的路由数量也会随之增长。您应该对
存在逻辑边界的链路进行 IP 汇总编程，例如通往广域网或核心的分布层链路。通过执行 IP 汇总，您可以减
少传输大型路由表所需的带宽、处理器和内存，并且可以缩短与链路故障相关的收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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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EIGRP 的这些优势，本指南使用 EIGRP 命名模式。使用 EIGRP 命名模式可以使相关的 EIGRP 配置集中
放置在配置中。命名模式 EIGRP 包括宽度量指标、支持更大型的数千兆链路等功能。为增强安全，我们实施了
EIGRP 邻居身份验证以防止未经授权的邻居关联。

技术提示
本 CVD 的直接互联网接入配置的基础是对所有广域网传输和远程站点局域网使用单
进程 EIGRP。

DNS 注意事项
在部署采用直接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站点 IWAN 时，要考虑域名系统 (DNS) 配置要求和对网络冗余及性能的影响，
这是至关重要的。远程站点通常分散在不同地区，许多云服务在远程站点位置所在地区内都有最适合用户和应
用流量的本地化资源。使用集中式的 DNS，在专用广域网连接不可用时，会导致路由非最优、应用性能不良和
故障。
例如，可以将在整个国家或地区移动数据进行存储的云存储应用与使用本地集群进行比较。出于这些理由，
因此，建议采用拆分 DNS 设计，以获得最佳的路由和应用性能。

技术提示
此设计指南对内部员工 DIA 使用主站点的集中式 DNS 服务。建议在每个远程站点使
用本地 DNS 服务，以根据距离远近分解互联网资源。本指南包括用于访客用户的公共
DNS。

IWAN 远程站点局域网
采用 DIA 的 IWAN 设计支持远程站点的第 2 层接入和第 3 层分布层交换设计。

第 2 层接入站点
许多 IWAN 远程站点都不需要额外的分布层路由设备。这些更典型的环境被视为扁平结构，或者从局域网的角
度，被视为无路由第 2 层站点。在这些设计中，所有第 3 层服务均通过相连的 IWAN 路由器来提供。
通过使用多个 VLAN，接入交换机支持数据、语音和访客服务。下图中的设计展示的是支持第 2 层接入的标准
化 IWAN 远程站点。

读者提示
接入交换机及其配置在本指南中不做介绍。如需了解有关不同接入交换平台的信息，
请参阅《园区有线局域网技术设计指南》。IWAN 基础的配置在《智能广域网技术设
计指南》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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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单和双路由器 IWAN 远程站点 - 第 2 层接入

互联网

广域网

广域网

EIGRP
VLAN99 - 传输

VLAN 69 - 语音

802.1Q VLAN 中继（64、69）

HSRP VLAN
VLAN 64 - 数据

主用 HSRP
路由器

VLAN 69 - 语音

802.1Q VLAN 中继（64、69、99）

1320

VLAN 64 - 数据

无需
HSRP

第 3 层分布站点
大型 IWAN 远程站点可能要求类似于小型园区局域网的局域网环境，其中包含有包括分布层与接入层。这种
拓扑对于单、双路由器 IWAN 边缘设计效果很好。分布交换机以 VLAN 中继方式连接到接入交换机，处理所
有接入层路由。本指南的 IWAN 配置解决了所有第 3 层分布设计方案所需的 DIA 路由配置。
图 5 - 广域网远程站点 - 分布层连接
广域网

广域网

802.1Q 中继（ww、xx）

802.1Q 中继
（50、99）

802.1Q 中继（yy、zz）

VLAN 50 - 路由器 1 链路

简介

802.1Q 中继
（54、99）

802.1Q 中继（ww、xx）

802.1Q 中继（yy、zz）

VLAN 50 - 路由器 1 链路
VLAN 54 - 路由器 2 链路
VLAN 99 -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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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Q 中继
(50)

9

采用 DIA 的 IWAN 远程站点设计
远程站点设计为远程办公室提供 DIA 解决方案，用于 Web 浏览和云服务。这通常被称为本地或直接互联网模式 。
在该模式中，流量直接访问互联网服务，无须穿越广域网。通过直接互联网模式，用户网络流量和托管云服务
流量可在分离隧道模式下使用本地互联网链路。在此模式中，在本地生成默认路由，将每个远程站点与互联网
提供商直接连接。采用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或基于 MPLS 的广域网服务的专用广域网连接为指向数据中心或
园区资源的内部路由提供透明的广域网服务。
图 6 - 中心互联网和本地互联网的比较
直接互联网
（也称为分离隧道）

中心互联网
（也称为中心隧道）
连接至中心站点的
DMVPNoMPLS
MPLS VPN

连接至中心站点
的 DMVPNoINET

连接至中心站点的
DMVPNoMPLS
互联网

MPLS VPN

连接至中心站点的
DMVPNoINET

互联网

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资源
仅 VPN 隧道流量
仅限内部使用

1249

互联网和 VPN 隧道流量

本指南介绍了支持安全的直接互联网接入的广域网远程站点设计。这些设计基于 IP 广域网传输的组合，与特定
于站点的服务级别和恢复能力要求对应。借助具备前门虚拟路由和转发 (FVRF) 能力的 DMVPN 隧道，无须考
虑提供商提供的服务，均可实现透明而统一的广域网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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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IWAN 直接互联网接入模式

互联网

MPLS
VPN

单路由器

互联网

双路由器

互联网

单路由器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双路由器

1254

MPLS
VPN

本设计的重点是支持使用以下经常部署的带本地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站点 IWAN 配置：
• 带 MPLS 广域网服务和互联网连接的单路由器远程站点，称为 IWAN 单路由器混合 设计模式。
• 带 MPLS 广域网服务和互联网连接的双路由器远程站点，称为 IWAN 双路由器混合 设计模式。
• 具有连接到不同互联网运营商 (ISP) 的双互联网连接的单个远程站点，称为单路由器双互联网 设计
模式
• 具有连接到不同 ISP 的双互联网连接的双路由器远程站点，称为双路由器双互联网 设计模式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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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示
使用本地路由或直接互联网的选择对于远程站点在本地有效。不需要更改主站点配置。
本指南介绍的远程站点设计可以与其他使用集中式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站点设计平行部署。
本指南不介绍主要汇聚站点设计和配置详细信息。此解决方案经过测试和评估，可以与
《智能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中概述的设计模式和广域网汇聚站点配置搭配使用。

IWAN 高可用性
大多数远程站点是用单路由器广域网边缘设计的；不过，某些远程站点类型需要双路由器广域网边缘。双路由
器候选站点包括地区办事处或用户数量很大的远程园区位置，或者包括具有关键业务需求、从而需要提供额外
冗余以消除单故障点的站点。
网络必须可以容忍单个故障状况，包括主远程站点的任何单个广域网传输链路或任何单一网络设备的故障。
IWAN 远程站点设计为直接互联网接入提供以下高可用性选项。
图 8 - 采用 DIA 的单路由器 IWAN 远程站点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1256

MPLS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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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类为单路由器的远程站点在发生本地互联网链路故障时，可以提供互联网故障切换。混合 IWAN 配置可以
在发生故障时切换到中心互联网模式。通过在发生故障时切换到辅助本地互联网连接，单路由器双互联网 IWAN
配置为本地互联网连接提供冗余。
图 9 - 采用 DIA 的双路由器 IWAN 远程站点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1255

MPLS
VPN

被分类为双路由器的远程站点在发生本地互联网链路或路由器故障时，可以提供互联网故障切换。混合 IWAN
配置可以在发生故障时切换到中心互联网模式。通过在发生故障时切换到辅助本地互联网连接，IWAN 双互联网
配置为本地互联网连接提供冗余。

安全 DIA
网络安全是此设计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大型网络中，有很多接入点，您需要确保这些接入点尽可能安全，同时
不会使网络难以使用。保护网络安全不仅有助于使网络免受攻击，也是网络恢复能力的关键要素。
为了帮助组织应对云安全性问题，本指南介绍几种关键集成安全功能的实施。随着组织在远程站点使用本地互
联网，必须考虑保护每个远程位置的访问安全性。本指南提供一般建议和指南的，以实施状态防火墙、NAT 以
及基本路由器安全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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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 IWAN 安全远程站点

中心站点

T
PA
T/
NA

外部安全区域

互联网
DMVPN

IOS 区域
防火墙

安全远程
站点

1304

安全区域内部
（默认）

网络地址转换
随着分布式云应用的不断普及，在组织实现公共和私有云服务的部署和保护方面，NAT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NAT 让使用未注册的 IP 地址（在 RFC 1918 中指定）的私有 IP 网络可以连接到网络。使用 NAT 可以将内部网
络定义的私有地址转换为合法的可路由地址，因为 ISP 无法路由 RFC 1918 地址。
NAT 的主要设计目的是保护 IP 地址和简化网络设计。NAT 还可以通过隐藏主机的 IP 地址和应用端口，作为
一项安全机制。
NAT 在连接两个网段的防火墙和路由器上运行，将内部私有地址转换为外部网络的公用地址。它可以配置为仅
向外部显示一个 IP 地址。此功能有效地将整个内部网络隐藏在一个 IP 地址背后，从而提高了安全性。此功能被
称为端口地址转换 (PAT)，也称为 NAT 过载 。
NAT 具有下列优点：
• 安全，可通过隐藏 IP 地址和应用端口针对外部攻击提供额外的防御层
• 通过重复使用 IP 地址和使用 IP 地址过载功能实现可扩展性
• 通过在不同的网络位置实施一致的网络设计，简化调配和故障排除
NAT 通常在网络边缘实施，无论组织从何处连接到互联网。如今，实施位置可以是在中心或大型汇聚站点，或
者是在提供本地互联网服务的远程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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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随着远程站点本地互联网被用于用户 Web 浏览和云服务，对于维持组织的安全状态，在远程办公室互联网边缘
部署防火墙服务变得至关重要。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ZBFW)，也称为区域策略防火墙 ，是在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ISR) 和思科汇聚多业务路
由器 (ASR) 路由平台上实施的 Cisco IOS 集成状态防火墙。
防火墙区域策略使用思科通用分类策略语言 (C3PL) 进行配置，其中 C3PL 采用分层结构来定义网络协议的
检查，以及应用该检查的组。熟悉 Cisco IOS 模块化服务质量 CLI (MQC) 的用户会认识到可以使用类映射
指定哪些流量将受到在策略映射中应用的操作的影响。
在此模式中，路由器接口被分配到安全区域，从而为您的网络建立安全边界。安全区域定义了流量受到策略限
制的边界；此策略被称为区域策略 。区域策略定义哪些流量允许在安全区域之间传输。区域策略是单向的防火
墙策略，应用于两个安全区域之间，称为区域对 。区域对的定义是应用区域策略的两个安全区域。
被分配给已配置的安全区域的路由器接口受默认策略和规则限制：
• 一个接口只能是一个安全区域的成员。
• 一个安全区域只能包含相同的虚拟路由和转发 (VRF) 内的成员接口；在不同 VRF 内的接口不能属于同
一个安全区域。
• 当接口被置于一个安全区域时，流量可以在分配到同一个安全区域的其他接口之间传输。
• 根据隐式的全部拒绝区域策略，传向不同安全区域中的接口的流量被拒绝。
• 流量无法在属于安全区域成员的接口和任何不属于该安全区域成员的接口之间传输。相反，流量会被丢
弃。如果按本指南所述实施默认区域配置，流量可以在没有安全区域配置的接口之间传输，因为所有接
口都自动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
• 要允许流量在不同的安全区域之间传输，必须在任意两个安全区域之间配置策略。
• 通过、检查和丢弃操作只能应用于两个区域之间。
• 默认情况下，允许往返路由器的流量（例如路由协议）。路由器（作为来源和目标）被 Cisco IOS 防火
墙定义为自身区域。允许在任何接口上进出自身区域的流量，除非流量被用户定义的区域安全策略明确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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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互联网接入设计
设计详细信息
本指南重点介绍四个采用 DIA 的远程站点设计。这些设计为在远程办公地点实现安全的本地化互联网接入提供
配置和指导。
所有思科智能广域网 (IWAN) 远程站点设计选项均支持 DIA 和内部网络与中心站点的通信。所有设计都支持弹
性路由。
IWAN 混合直接互联网接入设计包括以下设计：
• 单路由器混合设计、MPLS 和互联网
•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MPLS 和互联网
图 11 - 采用 DIA 的 IWAN 混合设计模式

互联网

MPLS
VPN

互联网

1257

MPLS
VPN

IWAN 双互联网直接互联网接入设计包括以下设计：
•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直接互联网接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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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 采用 DIA 的 IWAN 双互联网设计模式

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1258

互联网

使用默认路由将本地互联网流量直接转发到互联网。此默认路由指向 ISP 网络中的下一跳路由器。由于内部网
络采用 RFC-1918 地址，所以要在 ISP 连接接口上使用 PAT 将所有互联网绑定流量转换成公用地址。此设计
支持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ZBFW)，从而提供状态检测，并实施仅允许返回内部用户发起的会话流量以及远程站
点路由器与 DMVPN 中心路由器之间的 DMVPN 隧道流量的策略。

读者提示
有关不同 IWAN 部署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智能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

采用前门 VRF 进行 IWAN DIA 路由
所有 IWAN 设计都是基于使用带 DMVPN 的前门虚拟路由和转发 (FVRF) 分割路由表，从而允许同一路由器上
存在两个默认路由。
通过 FVRF，来自 ISP 的默认路由被包含到面向互联网的 VRF 中，且仅用于形成 DMVPN 隧道。通过使用
DHCP 从本地 ISP 获取默认路由并将其添加到外部 VRF 中，其中默认管理距离 (AD) 值为 254。
图 13 - IWAN FVRF 路由 - VRF 默认路由

互联网

G0/0/1

DHCP 派生
来自 ISP 的默认路由
0.0.0.0 0.0.0.0
默认距离 254
VRF IWAN-TRANSPORT-2

VRF IWAN-TRANSPORT-2

1250

全局表

直接互联网接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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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 IWAN 配置中，全局表包含第二个默认路由。在此中心互联网模式中，全局表默认路由通过隧道
接口定向流量。
当远程站点被转换为使用本地或直接互联网模式时，全局默认路由需要将面向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外部的
流量定向到互联网中。
在直接互联网模式中，不支持基于互联网的 VPN 隧道上的默认路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这些 VPN 隧道
上无法使用备用互联网路由，建议的最佳实践是过滤中心站点默认路由。

DMVPNoINET

图 14 - IWAN FVRF 路由 - 全局到 VRF 出站

默认路由 0.0.0.0 0.0.0.0
默认距离 10

DHCP 派生
默认路由 0.0.0.0 0.0.0.0
默认距离 254
VRF IWAN-TRANSPORT-2

G0/0/1
VRF IWAN-TRANSPORT-2
全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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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局到
IWAN-TRANSPORT-2
（通过 G0/0/1）

互联网

使用 FVRF 时，需要将从互联网返回到远程站点路由器的流量从面向外部的互联网 VRF 转向全局路由表。在
IWAN 配置中，必须使用本地策略路由将返回流量从外部 VRF 移到发往内部远程站点网络的全局表中。

DMVPNoINET

图 15 - IWAN FVRF 路由 - 从 VRF 返回到全局路由

互联网

G0/0/1

用于 10.0.0.0/8 流量的策
略路由将下一跳 VRF 设置为
全局表

直接互联网接入设计

VRF IWAN-TRANSPO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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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AN 单路由器混合远程站点路由
在此设计中，通过将基于 MPLS 的 DMVPN 作为内部流量的主要连接为远程站点配置单个路由器。此站点还在
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的同一路由器上使用互联网连接作为替代路径。
在采用 DIA 的混合设计中，互联网流量被路由到用于本地互联网接入的 DMVPN 隧道外部。在此配置中，本地
路径主要通过使用基于 MPLS 的 DMVPN 隧道故障切换至中心站点互联网连接。
图 16 - 采用 DIA 的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设计
Cisco

webex
0.0.0.0 0.0.0.0

直接互联网接入

DMVPNoINET
互联网
IOS
NAT/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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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WAN，系统使用基于 DMVPN 隧道的 EIGRP 对内部网络进行通告，首选基于 MPLS 的路径。根据性能路
由 (PfR) 策略，主要通过基于 MPLS 的广域网隧道或者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路由关键内部流量或组织内
部的流量。如果基于 MPLS 的 DMVPN 隧道出现故障，则使用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将所有内部流量路由到中
心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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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设计 -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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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表

DHCP 派生
来自 ISP 的默认路由
0.0.0.0 0.0.0.0
默认距离 254
VRF IWAN-TRANSPORT-2

在本示例中，路由器上面向互联网的以太网接口使用 DHCP 从 ISP 获取 IP 地址。该路由器还使用 DHCP 在外
部 VRF 路由表中安装默认路由。默认情况下，DHCP 安装的静态路由的 AD 值为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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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本地 ISP 的默认路由被隔离在 VRF IWAN-TRANSPORT-2 中，且用于 DMVPN 隧道设置以及
将流量从外部 VRF 路由到互联网中。此默认路由既用于互联网协议服务级别协议 (IPSLA)，也用于 DIA 流量。
图 18 -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设计 - 全局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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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互联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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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DIA，中心默认路由必须在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接口上过滤后入站。全局表中配置了一个 AD 为
10 的默认静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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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设计 - 互联网返回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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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计还为从互联网返回的流量添加一个本地策略路由配置。在此配置中，使用路由映射将流量从面向外部
的 VRF 移到全局路由表中。
图 20 -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设计 - 中心故障切换
中心互联网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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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表

在此配置中，基于 MPLS 的隧道可用作本地互联网连接出现故障时的备用互联网路径。在基于 MPLS 的隧道
上通过 AD 值为 170 的 EIGRP 对中心站点默认路由进行通告，且只在本地连接出现故障时使用中心站点默认
路由。
用 DMVPN 隧道状态和 IPSLA 探测功能确定主要本地互联网连接的可用性。如果检测到故障，嵌入式事件管
理器脚本将删除默认静态路由，然后使用通过基于 MPLS 的 DMVPN 隧道的 EIGRP 中心默认路由来替代该静
态路由。

单路由器第 3 层分布站点
当远程站点 IWAN 路由器与第 3 层分布交换机连接时，需要执行其他配置（例如：自治系统 400）来通过 EIGRP
对本地互联网默认路由进行通告。
图 21 -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设计 - 第 3 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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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起见，IWAN 使用单个 EIGRP 自治系统 (AS)。在 IWAN 路由器上，要正确通告本地默认路由，必须完成
两件事情。首先，要确保未向广域网通告本地默认路由，对两个 DMVPN 隧道接口进行出站过滤。其次，必须将
静态默认路由分配到 EIGRP 中，以使 IWAN 路由器可以向分布交换机通告默认路由。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远程站点路由
在此设计中，远程站点配置有两个路由器。主路由器将基于 MPLS 的 DMVPN 用作网络流量的主要连接。此站点
还将一个具有互联网连接的辅助路由器用于基于互联网的 DMVPN，作为替代路径。
在采用 DIA 的混合设计中，互联网流量被路由到 DMVPN 隧道外部以在辅助路由器上进行本地互联网接入。在此
配置中，本地路径主要通过使用主路由器上基于 MPLS 的 DMVPN 隧道故障切换至中心站点互联网连接。
图 22 - 采用 DIA 的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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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WAN，系统使用基于 DMVPN 隧道的 EIGRP 对内部网络进行通告，首选主路由器上基于 MPLS 的路径。
根据 PfR 策略，主要通过辅助路由器上基于 MPLS 的广域网隧道或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路由关键内部
流量或组织内部的流量。如果主路由器出现故障，则使用辅助路由器上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将所有内部流量
路由到中心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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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 VRF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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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示例中，辅助路由器上面向互联网的以太网接口使用 DHCP 从 ISP 获取 IP 地址。该辅助路由器还使用
DHCP 在本地表中安装默认路由。默认情况下，DHCP 安装的静态路由的 AD 值为 254。
在这种情况下，本地 ISP 的默认路由被隔离在 VRF IWAN-TRANSPORT-2 中，且用于 DMVPN 隧道设置以及
将流量从外部 VRF 路由到互联网中。默认路由既用于 IPSLA，也用于 DIA 流量。
图 24 -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 全局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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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距离 170
全局表

全局表

主要互联网路径
从全局到
IWAN-TRANSPORT-2
（通过 G0/0/0）

对于 DIA，中心默认路由必须在辅助路由器上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接口上过滤后入站。辅助路由器上的
全局表中还配置了一个管理距离为 10 的默认静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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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 互联网返回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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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路由器中还为从互联网返回的流量添加了一个本地策略路由配置。在此配置中，使用路由映射将流量从面
向外部的 VRF 移到全局路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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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双路由器站点时，需要执行其他配置（例如：AS400）来通过 EIGRP 将辅助路由器中的本地互联网默认
路由通告给主 IWAN 路由器。如有必要，该配置还可以将该路由通告给第 3 层分布交换机。
图 26 -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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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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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起见，IWAN 使用单个 EIGRP AS。在 IWAN 路由器上，要在广域网边缘路由器与第 3 层分布交换机（可
选）之间正确通告本地默认路由，必须完成两件事情。
首先，要确保未向广域网通告本地默认路由，过滤两个路由器的 DMVPN 隧道接口上的出站流量。
其次，必须将静态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辅助路由器上的 EIGRP 中，以使辅助路由器可以通过 EIGRP 向主路由器通
告默认路由。当主路由器从辅助 IWAN 路由器收到重新分发的默认路由时，其管理距离为 170，并显示一个外部
EIGRP 路由。此路由优先于现有的基于 MPLS 的隧道中心路由。
图 27 -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 中心站点故障切换
辅助互联网路径（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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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站点默认路由 0.0.0.0
0.0.0.0
管理距离 170 全局表

MPLS
互联网

S
PL

M

No

VP

DM
G0/0/0
全局表
1285

EIGRP
(400)

直接互联网接入设计

2015 年 3 月

24

在此配置中，主路由器上基于 MPLS 的隧道可用作本地互联网连接或辅助路由器出现故障时的备用互联网路径。
在基于 MPLS 的隧道上通过 AD 值为 170 的 EIGRP 对中心站点默认路由进行通告，且只在本地连接出现故障时
使用中心站点默认路由。在这种情况下，辅助路由器和第 3 层分布交换机也会收到来自主路由器的中心 EIGRP
路由。
用 DMVPN 隧道状态和 IPSLA 探测功能确定辅助路由器上主要本地互联网连接的可用性。如果检测到故障，EEM
脚本将删除来自辅助路由器的默认静态路由，然后使用通过主路由器的 EIGRP 中心默认路由。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远程站点路由
在此设计中，远程站点配置了单个使用双互联网连接的路由器。这些连接通过使用 PfR 策略来平衡流量。
图 28 - 采用 DIA 的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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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WAN，系统使用基于 DMVPN 隧道的 EIGRP 对内部网络进行通告，首选基于 MPLS 的路径。根据 PfR
策略，通过第一个 ISP 或第二个 ISP 路由关键内部流量或组织内部的流量。如果主隧道出现故障，则使用其
余的 DMVPN 隧道接口将所有内部流量路由到中心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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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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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示例中，路由器上面向互联网的两个以太网接口都使用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以从 ISP 获取 IP 地址。
该路由器还使用 DHCP 在每个 VRF 路由表中安装默认路由。默认情况下，DHCP 安装的静态路由的 AD 值为
254。
在这种情况下，指向互联网的默认路由被隔离在外部 VRF IWAN-TRANSPORT-3 和 IWAN-TRANSPORT-4 中，
且用于 DMVPN 隧道设置以及将流量从外部 VRF 路由到互联网中。默认路由既用于 IPSLA，也用于 DIA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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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全局默认设置

G0/0/0

互联网

G0/0/1

全局表

辅助互联网路径
从全局到 IWANTRANSPORT-4
（通过 G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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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DIA，中心默认路由必须在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接口上在过滤后入站。在主要 ISP 的全局表中配置
一个管理距离为 10 的默认静态路由，在辅助 ISP 连接的全局表中配置一个管理距离为 15 的默认静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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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互联网返回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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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局

该设计还为从互联网返回的流量添加一个本地策略路由配置。在此配置中，使用路由映射将流量从面向外部
的 VRF 移到两个面向互联网的接口的全局路由表中后入站。
在此配置中，如果主要 ISP 连接出现故障，则所有本地路由的互联网流量将被路由至辅助 ISP 中。
用 DMVPN 隧道状态和 IPSLA 探测功能确定主要本地互联网连接的可用性。如果检测到故障，EEM 脚本将删
除主默认静态路由，而改用管理距离为 15 的辅助静态默认路由。

单路由器第 3 层分布站点
当远程站点 IWAN 路由器与第 3 层分布交换机连接时，需要执行其他配置（例如：AS400）来通过 EIGRP 对本地
互联网默认路由进行通告。
图 32 -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第 3 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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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起见，IWAN 使用单个 EIGRP AS。在 IWAN 路由器上，要正确通告本地默认路由，必须完成两件事情。
首先，要确保未向广域网通告本地默认路由，对两个 DMVPN 隧道接口进行出站过滤。其次，将静态默认路由
重新分发到 EIGRP 中，以使 IWAN 路由器可以向分布交换机通告默认路由。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远程站点路由
在此设计中，远程站点配置有两个路由器。两个路由器都与互联网连接。主路由器提供用于内部流量的主要连接。
辅助路由器提供通过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的替代路径。
在采用 DIA 的双互联网设计中，互联网流量被路由到 DMVPN 隧道外部，以便在两个路由器上进行本地互联
网接入。在此配置中，本地互联网路径主要在主路由器上，并且会故障切换到辅助路由器的 ISP 中。
图 33 - 采用 DIA 的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0.0.0.0 0.0.0.0

直接互联网接入

Cisco

webex

DMVPNoINET
HSRP

互联网

DHCP

DHCP

DM

VP

No

MP

LS

辅助直接互联网接入

1286

互联网

0.0.0.0 0.0.0.0

通过 IWAN，系统使用基于 DMVPN 隧道的 EIGRP 对内部网络进行通告，首选主路由器上的路径。根据 PfR 策
略，主要通过主路由器的广域网隧道或辅助路由器上的 DMVPN 隧道路由关键内部流量或组织内部的流量。如
果主路由器出现故障，则使用辅助路由器上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将所有内部流量路由到中心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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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VRF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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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示例中，两个路由器上面向互联网的以太网接口都使用 DHCP 从每个 ISP 获取 IP 地址。这两个路由器
还使用 DHCP 在每个路由器上的外部 VRF 路由表中安装默认路由。默认情况下，DHCP 安装的静态路由的
AD 值为 254。
在这种情况下，主路由器上指向本地 ISP 的默认路由被隔离在 VRF IWAN-TRANSPORT-3 中，辅助路由器上指
向本地 ISP 的默认路由被隔离在 IWAN-TRANSPORT-4 中。这些默认路由用于 DMVPN 隧道设置，以及将流量
从外部 VRF 路由到互联网中。这些默认路由还用于 IPSLA 和 DIA 流量。
图 35 -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全局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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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DIA，中心默认路由必须在主路由器和辅助路由器上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接口上过滤后入站。在主
路由器的全局表中还配置了一个管理距离为 10 的默认静态路由，在辅助路由器的全局表中配置一个管理距离
为 254 的默认静态路由。由于使用了值 254，因此首选 EI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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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互联网返回路由

路由器中还为从互联网返回的流量添加了一个本地策略路由配置。在此配置中，使用路由映射将流量从面向外
部的 VRF 移到每个路由器的全局路由表中。
使用双路由器站点时，需要执行其他配置（例如：AS400）来通过 EIGRP 在主 IWAN 路由器和辅助 IWAN 路由
器之间通告本地网络默认路由。如有必要，该配置还可以将该路由通告给第 3 层分布交换机。
图 37 -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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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起见，IWAN 使用单个 EIGRP AS。在 IWAN 路由器上，要在广域网边缘路由器与第 3 层分布交换机（可选）
之间正确通告本地默认路由，必须完成两件事情。
首先，要确保未向广域网通告本地默认路由，过滤两个路由器的 DMVPN 隧道接口上的出站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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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将静态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主路由器和辅助路由器上的 EIGRP 中，以便使这两个路由器可以通过
EIGRP 在两个路由器与第 3 层分布交换机之间通告默认路由。
主路由器向辅助路由器和分布交换机通告重新分发的管理距离为 170 的默认静态路由；此路由将优先于辅助
路由器上配置的管理距离为 254 的默认静态路由。辅助路由器也向主路由器和分布交换机通告重新分发的具
有次优先级 EIGRP 管理距离的默认静态路由。
在此配置中，辅助路由器上的 DMVPN 隧道可用作本地互联网连接或主路由器出现故障时的备用互联网路径。
如果主要 ISP 出现故障，辅助路由器通过 EIGRP 通告管理距离为 170 的辅助 ISP 默认路由，并成为远程站点
网络的互联网路径。
用 DMVPN 隧道状态和 IPSLA 探测功能确定主路由器的本地互联网连接的可用性。如果检测到故障，EEM 脚
本将删除来自主路由器的默认静态路由，然后使用辅助路由器上通过 EIGRP 重新分发的静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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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直接互联网接入
如何辨别命令
对于在命令行界面 (CLI) 上输入的命令，本指南使
用以下约定。

在 CLI 或脚本提示符下输入的命令：
Router# enable

在 CLI 提示符下输入的命令：
configure terminal

换行的长命令加有下划线。请将其作为一个命令输入：

指定某个变量值的命令：
ntp server 10.10.48.17

police rate 10000 pps burst 10000
packets conform-action
系统输出（或设备配置文件）的重要部分突出显示：

包含必须定义的变量的命令：
class-map [highest class name]

interface Vlan64
ip address 10.5.204.5 255.255.255.0

使用 IWAN 成功部署安全 DIA 的过程包括许多组成部分，以确保每个远程站点设计中具有正确的 DIA 功能。
本部分包含所有这些部分的任务：
• 远程站点默认路由的配置，包括任何必要的过滤和重新分发
• NAT 的配置
•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的配置
• 额外路由器安全的配置
• ISP 黑洞路由检测的配置

使用本部分
本指南分为若干部分，分别重点介绍每个 IWAN 远程站点设计，并详述直接互联网接入的实施程序。每个部分中
的配置特定于每种设计模式。
要配置直接互联网接入，请使用适合您的远程站点设计要求的部分：
• “使用 DIA 的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远程站点”
• “使用 DIA 的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远程站点”
• “使用 DIA 的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远程站点”
• “使用 DIA 的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远程站点”

读者提示
下面的配置仅为远程站点配置。这些配置假设已在 IWAN 基础上配置了每个远程站点。
有关配置远程站点路由和主站点广域网汇聚路由器的信息，请参阅《智能广域网技术
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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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IA 的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远程站点
本部分介绍如何为单路由器混合 IWAN 设计配置 DIA。这些配置假定具有集中互联网接入的单路由器混合站
点已按照《智能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所述进行了配置且运行正常。
在本部分中，您将员工集中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站点转换为安全的 DIA 配置。
图 38 -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设计

互联网

1322

MPLS
VPN

流程

配置 DIA 路由
1. 配置互联网接口
2. 过滤 EIGRP 识别的中心默认路由
3. 为出站本地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默认路由
4. 为返回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策略路由

在以下程序中，您将为单路由器混合 IWAN 设计启用 DIA 路由、NAT 和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在此配置中，
通过在 DMVPN 隧道外使用拆分隧道来路由本地互联网流量。所有配置均特定于这种设计模式。

程序 1

配置互联网接口

出于安全原因，请在配置 DIA 之前禁用 ISP 接口。在完成本部分中的所有配置之前，不可恢复启用此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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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如果通过 SSH 远程连接到远程站点路由器，您应断开与路由器控制台的连接。关闭
互联网接口将丢弃现有的 DMVPN 隧道。

第 1 步：确认已禁用面向互联网的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shutdown

过滤 EIGRP 识别的中心默认路由

程序 2

对于 DIA 路由，针对全局路由表在本地配置默认路由。对来自中心站点的通过面向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的
默认路由进行过滤是非常必要的。可以选择通过基于 MPLS 的 DMVPN 隧道故障切换至中心站点。在使用 DIA
的单路由器混合设计中，所有互联网流量直接路由到本地 ISP 接口；使用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故障切换
到中心互联网是不可行的。
图 39 - 过滤来自中心站点的入站 EIGRP 默认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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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表

第 1 步：创建访问列表以匹配默认路由和允许所有其他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第 2 步：创建路由映射以参照访问列表。
route-map BLOCK-DEFAULT permit 10
description block only the default route inbound from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ALL-EXCEPT-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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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将策略以入站分配列表的形式应用于面向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接口。
router eigrp IWAN-EIGRP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11
exit
第 4 步：如果您不希望回退到集中互联网，还要将策略以入站分配列表的形式应用于面向 MPLS 的 DMVPN
隧道接口。
router eigrp IWAN-EIGRP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10
exit

程序 3

为出站本地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默认路由

内部员工流量位于全局表中，需要通过 IWAN-TRANSPORT-2 VRF 中的 ISP 接口路由到互联网。此配置允许
流量从全局转到用于 IWAN 的 DMVPN F-VRF 配置中的外部 VRF。

MPLS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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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互联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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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RP 派生
中心站点默认路由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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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距离 170 全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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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设计 - 出口默认路由

第 1 步：在全局表中配置默认路由以允许流量传到外部传输 VRF，并将管理距离设置为 10。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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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4

为返回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策略路由

返回到路由器 ISP 接口的外部 NAT 地址的流量将包含在 IWAN-TRANSPORT-2 VRF 内部。本地策略配置允许
此流量路由回到全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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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设计 - 返回路由

第 1 步：配置与内部 IP 网络的汇总范围匹配的 ACL。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NTERNAL-NETS
permit ip any 10.0.0.0 0.255.255.255
第 2 步：创建参照 ACL 并将流量发送到全局表的路由映射。
route-map INET-INTERNAL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turn routing for Local Internet Access
match ip address INTERNAL-NETS
set global

第 3 步：将本地策略路由配置应用于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ip policy route-map INET-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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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使用第 3 层分发配置单路由器远程站点
1. 配置指向广域网的默认路由的出站过滤
2. 配置到 EIGRP 的静态默认路由重新分发

当单路由器 IWAN 站点要求按照《智能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所述连接到第 3 层分布式交换机时，使用此流程。
在此处，您需要将本地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以通告给第 3 层交换机，并过滤通告给 WAN 的默认路由。
图 42 - IWAN 单路由器混合设计 - 第 3 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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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配置指向广域网的默认路由的出站过滤

当将单个路由器连接到第 3 层分布式交换机时，请执行以下步骤。
第 1 步：配置访问列表以拒绝默认路由和允许所有其他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第 2 步：在名为“ROUTE-LIST”的现有路由映射后添加实例，并参照拒绝默认路由并允许所有其他路由的访
问列表。在 IWAN 基础配置中应当包含此路由映射的实例。该语句应位于现有语句之间。
route-map ROUTE-LIST deny 20
description Block Local Internet Default route out to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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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上，确保以 DMVPN 隧道接口上的出站分发列表的形式应用路由映射。将其作为基
础配置的一部分应用于双路由器出口过滤。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ROUTE-LIST out Tunnel10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ROUTE-LIST out Tunnel11
exit-af-topology
exit-address-family

程序 2

配置到 EIGRP 的静态默认路由重新分发

当将单个路由器连接到第 3 层分布式交换机时，请执行以下步骤。
第 1 步：配置访问列表以匹配重新分发的默认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DEFAULT-ONLY
permit 0.0.0.0

第 2 步：参照与静态默认路由匹配的访问列表，配置静态重新分发的路由映射。
route-map STATIC-IN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distribute local default route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第 3 步：通过使用路由映射，将 DHCP 安装的静态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AS400。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redistribute static route-map STATIC-IN
exit-af-topology
exit-address-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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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为 DIA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1. 定义和配置思科 IOS NAT 策略

在此设计中，内部主机使用 RFC 1918 地址，从本地站点发往互联网的流量需要转换为公共 IP 空间。远程站点
路由器的面向互联网的接口使用 DHCP 获取公共可路由 IP 地址；此处的 NAT 策略通过 PAT 将内部私有 IP 地
址主机转换为此 DHCP 地址。
图 43 - 互联网流量的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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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和配置思科 IOS NAT 策略

如果您要为单路由器混合远程站点配置进行 NAT 配置，请使用此程序。
第 1 步：定义与需要转换的流量匹配的策略。使用 ACL 并包括员工使用的所有远程站点子网。
ip access-list extended NAT-LOCAL
permit ip 10.7.128.0 0.0.7.255 any
第 2 步：配置路由映射以参照 ACL 并匹配传出互联网接口。
route-map NAT permit 10
description Local Internet NAT
match ip address NAT-LOCAL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第 3 步：配置 NAT 策略。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NA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over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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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通过将策略应用于内部路由器接口来启用 NAT。根据需要，将此配置应用于生成匹配 ACL 的流量
的内部接口或子接口，例如数据和传输网络以及所有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或思科服务就绪引擎 [SRE]
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64
ip nat inside
第 5 步：为 NAT 配置面向互联网的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SP Connection
ip nat outside

技术提示
在 IOS 路由器接口上配置 NAT 时，您将看到 ip virtual-reassembly in 已添加到配置中。
对于需要分段重组的功能（如 NAT、防火墙和 IPS），将自动启用此配置。

第 6 步：验证已为 NAT 配置正确的接口。
RS31-4451X#sh ip nat statistics

Total active translations: 33 (0 static, 33 dynamic; 33 extended)
Outside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1
Inside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2.64
Hits: 119073 Misses:
Expired translations:
Dynamic mappings:
-- Inside Source
[Id: 1] route-map NA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refcount 0
nat-limit statistics:
max entry: max allowed 0, used 0, missed 0
In-to-out drops: 0 Out-to-in drops: 0
Pool stats drop: 0 Mapping stats drop: 0
Port block alloc fail: 0
IP alias add fail: 0
Limit entry add fail: 0
第 7 步：验证使用本地互联网服务的所需源的 NAT 转换。

RS31-4451X#sh ip nat translations
Pro Inside global Inside local
Outside
tcp 172.18.98.205:2223 192.168.192.21:49569
tcp 172.18.98.205:2202 192.168.192.21:49548
tcp 172.18.98.205:2178 192.168.192.21:49512
tcp 172.18.98.205:2181 192.168.192.21:49527

部署直接互联网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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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ide global
93.184.215.200:443 93.184.215.200:443
66.235.132.161:80 66.235.132.161:80
74.125.224.114:80 74.125.224.1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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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为 DIA 配置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1. 配置基本的思科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参数
2. 限制流向路由器的流量
3. 启用并验证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以下思科 IOS 防火墙配置适用于面向互联网的提供安全本地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站点路由器。此配置假定 DHCP 和
DMVPN 也配置为使用外部接口。要配置所需的基本防火墙策略，请完成以下程序。
按照这些程序保护具有直接互联网配置的远程站点路由器的安全。
图 44 - DIA 的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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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配置基本的思科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参数

第 1 步：如果已进行配置，请从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删除入站 ACL，关闭接口后再继续操作。这可以防
止在配置 ZBFW 时出现未经授权的流量。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shutdown
no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INET-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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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定义安全区域。区域是一组具有类似功能或安全要求的命名接口。此示例定义两个已标识的基本安全
区域的名称。为了简便，此设计使用内部接口的“默认”安全区域。一旦定义了默认区域，未明确配置为安全
区域成员的所有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安全区域的一部分。
zone security default
zone security OUTSIDE

技术提示
此设计使用所有内部接口的默认区域；流量可以在默认区域中的所有接口之间传输。
未定义为安全区域一部分的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所
有未定义接口 DMVPN 隧道、传输子接口和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和 SRE 接口）
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
请注意，从已定义的安全区域中删除的任何接口将自动置于默认区域中。在此配置中，
该接口被视为“内部”区域，具有内部路由域的访问权。

第 3 步：定义与特定协议匹配的类映射。类映射应用 match-any 或 match-all 运算符以确定如何将匹配条件
应用于类。如果指定 match-any，则流量必须至少满足类映射中的一个匹配条件才能包含在类中。如果指定
match-all，则流量必须满足所有匹配条件才能包含在类中。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protocol tc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icmp

技术提示
通过使用 match protocol tcp 命令，可以状态化地允许使用单一端口的协议（例如
HTTP、Telnet、SSH 等）单独进行 tcp 检测。
使用多个端口（一个端口用于控制，另一个端口用于数据）的协议（如 FTP）需要
应用检测才能允许针对活动防火墙策略的动态调整。根据需要，可以短时间允许应
用所需的特定 TCP 端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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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定义策略映射。策略是流量类和操作的关联。它指定在定义的流量类上应执行什么操作。在此案例中，
您状态化地检查出站会话，以便允许返回流量。
policy-map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技术提示
操作是与流量类 关联的特定功能。检查、丢弃和通过都属于操作。
对于检查操作，自动允许建立的连接具有返回流量。通过操作只允许一个方向上的流量。
当使用通过操作时，您必须明确定义返回流量的规则。

第 5 步：定义区域对，并应用策略映射。一个区域对代表两个定义的区域，并标识应用单向防火墙策略映射的
源区域和目标区域。由于检查所有流量并允许其返回，此配置仅使用一个区域对。
zone-pair security IN_OUT source default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程序 2

限制流向路由器的流量

思科 IOS 通过将自身固定名称作为单独的安全区域来定义路由器。自身区域是默认 deny-all 策略的例外。
允许任何接口上的流向或流出路由器自身的所有流量（本地流量），直到明确拒绝流量为止。换句话说，隐式
允许已定义的区域与路由器 IP 接口之间直接传递的任何流量，这些流量最初不受区域防火墙策略的控制。
自身区域的此默认行为可确保当初始区域防火墙配置应用于路由器时，维持与路由器管理接口的连接和路由协
议的功能。
需要对流向自身区域的流量进行控制的特定规则。当您配置包含自身区域的 ZBFW 规则时，会立即限制自身区
域与其他已定义区域之间的两个方向上的流量。
表 1 - 自身区域防火墙访问列表参数
协议

状态化检测策略

ISAKMP

是

ICMP

是

DHCP

无

ESP

无

GRE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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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配置允许采用 DMVPN 的正确远程站点路由器配置所需的流量。无法检查 ESP 和 DHCP，需要采用单独的 ACL 和类
映射并使用策略中的通过操作对 ESP 和 DHCP 进行配置。应当使用检查操作对 ISAKMP 进行配置，因此需要使用入站和
出站策略的单独的 ACL 和类映射来启动 ISAKMP。

技术提示
建议使用此处显示的带有“any”关键字的更具体 ACL，以增强安全性。

第 1 步：在下列步骤中，定义访问列表。
第 2 步：定义一个 ACL，允许流量从外部区域流向路由器自身。这包括用于入站隧道起始的 ISAKMP。可以检
查此流量，下面的 ACL 中标识了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IN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permit icmp any any ttl-exceeded
permit icmp any any port-unreachable
permit udp any any gt 1023 ttl eq 1
第 3 步：标识 IPsec 隧道起始的流量和其他将从路由器（自身区域）流向外部区域的流量。可以检查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技术提示
此处的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 (ICMP) 和域条目用于从路由器发出的 IPSLA 探测。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第 4 步：配置 DHCP ACL 以允许路由器从 ISP 动态获取公共 IP 地址。需要分别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定义此
流量，且无法检查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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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配置 ESP ACL 以允许路由器建立 DMVPN 的 IPSEC 通信。需要在单独的 ACL 中明确提供入站和出站方向
的 ESP。无法检查 ESP。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IN
permit es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OUT
permit esp any any
第 6 步：配置 GRE ACL 以允许形成 GRE 隧道。只需要明确提供入站方向的 GRE。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RE-IN
permit gre any any

技术提示
由于操作的接口顺序不同，需要在 IOS-XE 平台上允许入站方向的 GRE。IOS ISRG2
平台上不需要这样做。

接下来，您需要为自身区域的往来流量定义类映射。需要为入站和出站发起的流量以及可由路由器检查的流量
定义单独的类映射。
第 7 步：定义与可检查的入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第 8 步：定义与可检查的出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第 9 步：定义与无法检查的入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第 10 步：定义与无法检查的出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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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定义策略映射。创建两个不同的策略，一个用于入站流量，另一个用于出站流量。
第 11 步：定义入站策略映射，该入站映射参照全部两个已定义相应类的检查、通过和丢弃操作的出站类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IN-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IN-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第 12 步：定义出站策略映射，该出站映射参照全部两个已定义相应类的检查、通过和丢弃操作的出站类映射。
poli.map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OUT-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OUT-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技术提示
对于自身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往来流量，不允许进行第 7 层应用的检测。思科 IOS 防火
墙仅支持从路由器自身发出或到路由器自身停止的 TCP、UDP 和 H.323 流量的检查。
无法检查 DHCP 和 ESP 等流量，这些流量必须在关联策略映射中配置为通过。

接下来，您需要定义区域对并向其应用策略映射。
第 13 步：定义从外部流向路由器自身区域的流量的区域对，并关联上一步中定义的入站策略映射。
zone-pair security TO-ROUTER source OUTSIDE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第 14 步：定义从路由器自身区域流向外部的流量的区域对，并关联上一步中定义的出站策略映射。
zone-pair security FROM-ROUTER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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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3

启用并验证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第 1 步：将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分配给外部安全区域。所有其他接口分配给默认区域，不需要进行定义。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zone-member security OUTSIDE

技术提示
默认情况下，允许流量在属于同一区域成员的接口之间流动，而默认“deny-all”策略
则应用于在区域之间移动的流量。
此设计使用所有内部接口的默认区域；流量可以在默认区域中的所有接口之间传输。
未定义为安全区域一部分的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所有
未定义接口 DMVPN 隧道、传输子接口和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和 SRE 接口）成
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
环回接口是“自身”区域的成员，不分配给已定义的安全区域或默认区域。

第 2 步：验证区域防火墙的接口分配，并确保远程站点配置的所有必需接口已分配给相应的区域。
RS31-4451X#show zone security
zone self
Description: System defined zone
zone default
Description: System level zone.Interface without zone membership is in
this zone automatically
zone OUTSIDE
Member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1
第 3 步：通过查看每个已配置的策略和类的字节计数，验证防火墙操作。
RS31-4451X#show policy-map type inspect zone-pair sessions
Zone-pair: FROM-ROUTER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OUT-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50 packets, 13824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OUT-CLASS (match-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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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8 packets, 2680 bytes
Pass
8 packets, 2680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IN_OUT
Service-policy inspect :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map: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any)
Match: protocol ft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tc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ud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icmp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TO-ROUTER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IN-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52 packets, 1404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8 packets, 2736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0 packets, 0 bytes
Pass
1697 packets, 332091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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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将以下命令添加到路由器配置以确定思科 IOS-XE 区域防火墙丢弃的流量。
parameter-map type inspect global
log dropped-packets

技术提示
在 IOS 中，当配置命令 ip inspect drop-pkt 时，以下内容自动添加到路由器配置中：

parameter-map type inspect global
log dropped-packets enable

Configuring Additional Router Security
1. 禁用 IP ICMP 重新定向

流程

2. 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3. 禁用代理 ARP
4. 禁用未使用的路由器服务
5. 禁用 CDP 和 LLDP
6. 启用 TCP 会话的 keepalives
7. 配置内部网络浮动静态路由
8. 启用互联网接口
除了配置任务之前已采取的安全措施外，本节还介绍了保护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的最佳实践建议。禁用网络设
备的未使用的服务和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开的信息量，从而提高整体安全状态。这种做法还最大程度地
降低了路由器处理不需要的数据包所需的 CPU 和内存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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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 附加路由器安全
攻击
互联网
DMVPN

1305

安全远程站点

技术提示
这些仅是常规安全指南。您可以根据逐个案例的情况采取额外的措施来保护远程站点
路由器的安全。请小心确保禁用某些功能不会影响网络的其他功能。为了在混合 IWAN
设计中增加安全性，您还可以将这些额外的安全配置应用于 MPLS 运营商界面。

程序 1

禁用 IP ICMP 重新定向

路由器使用 ICMP 重新定向消息来通知有更好的路由可用于给定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路由器会转发数据包并
将 ICMP 重新定向消息返回发送方，以推荐目标的备用和首选路由。在许多实施中，允许此行为不会有任何优势。
攻击者可以生成流量，强制路由器响应 ICMP 重新定向消息，对 CPU 和路由器的性能造成负面影响。您可以通
过禁用 ICMP 重定向消息防止此行为。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ICMP 重新定向消息。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ip redirects

程序 2

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当在路由器接口上过滤时，路由器将 ICMP 不可达消息发送回被阻止流量的源。生成这些消息可能会增加路由
器上的 CPU 使用率。默认情况下，思科 IOS ICMP 不可达消息限制为每 500 毫秒一条。可以针对每个端口禁
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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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ip unreachables

程序 3

禁用代理 ARP

代理地址解析协议 (ARP) 允许路由器响应除自身之外的主机的 ARP 请求。无需配置 RFC 1027 中定义的路
由或默认网关，代理 ARP 可以帮助子网中的机器到达远程子网。使用代理 ARP 的缺点
• 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大量 ARP 请求来影响可用内存。
• 路由器还易受到中间人攻击，网络中的主机可用于骗取路由器的 MAC 地址，导致毫不知情的主机向攻击
者发送流量。
通过使用 interface 配置命令，可以禁用代理 ARP。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代理 AR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ip proxy-arp

程序 4

禁用未使用的路由器服务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应当禁用可用于启动拒绝服务 (DoS) 和其他攻击的不必要服务。在当前思科 IOS 版本中，
默认情况下禁用许多造成安全威胁的未使用的服务。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维护操作协议 (MO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mop enabled
第 2 步：在路由器上全局禁用数据包组合器 / 分解器 (PAD) 服务。
no service pad
第 3 步：防止路由器尝试通过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TFTP) 在路由器上全局查找配置文件。
no service config

程序 5

禁用 CDP 和 LLDP

攻击者可以将思科发现协议 (CDP) 和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用于侦察和网络映射。CDP 是用于发现其他已
启用 CDP 的设备的网络协议。CDP 经常由网络管理系统 (NMS) 用来排除网络问题。LLDP 是在 802.1AB
中定义的 IEEE 协议，与 CDP 非常相似。您应当在连接到不可信网络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CDP 和 LLDP。

部署直接互联网接入

2015 年 3 月

51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CD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cdp enable
第 2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LLD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lldp transmit
no lldp receive

程序 6

启用 TCP 会话的 keepalives

此配置在路由器的入站连接和路由器的出站连接上启用 TCP keepalives。这样可以确保连接的远程端处的设备
仍可访问，并从路由器中删除半开或分离的连接。
第 1 步：在路由器上全局启用入站和出站连接的 TCP keepalives 服务。
service tcp-keepalives-in
service tcp-keepalives-out

程序 7

配置内部网络浮动静态路由

当通向中心网站的 DMVPN 隧道出现故障时，您希望确保流向内部网络的流量不沿着本地互联网的默认路
由。最好关闭出现故障的网络，避免可能的安全隐患和不需要的路由行为。
将浮动静态路由配置为 null 0（AD 配置为 254），可确保所有内部子网在隧道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路由到
null 0。
第 1 步：配置内部网络子网的静态路由。
ip route 10.0.0.0 255.0.0.0 null0 254

技术提示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汇总用于您的具体网络环境，为内部网络范围配置适当数量的 null 0
路由。根据网络环境，可能需要更具体的语句。

程序 8

启用互联网接口

既然安全配置已完成，您可以启用面向互联网的接口。
第 1 步：启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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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1.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确保您的 ISP 连接问题不会导致黑洞路由情况。如果当宽带服务或本地设备出现连接问
题时未从远程站点路由器删除 DHCP 地址和路由，则可能存在故障情况。也可能出现您要重新路由到另一个
互联网服务的本地 ISP 连接中无法访问某些服务的情况。
如果需要中心互联网回退，请配置下列一个或多个选项。

程序 1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选项 1：DMVPN 隧道状态跟踪
在此解决方案中，DMVPN 隧道状态用于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在此示例中，隧
道接口的“down”状态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作。如果隧道状态为“up”，路由仍将保留。

技术提示
使用此方法时，中心站点的故障或维护可能导致故障切换事件，即由于隧道状态更
改删除了路由，而本地互联网连接在远程站点将保持有效。在混合配置中，这可能
导致故障切换到多个站点的中心互联网。建议使用本指南提供的其他选项来进行混
合 DIA 配置。

VP
N

隧

道

图 46 - 采用 EEM 的 IWAN 隧道跟踪

1297

隧道状态

第 1 步：确保为 DMVPN 隧道接口配置了状态跟踪。
interface Tunnel11
if-state nh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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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为 IPSLA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80 interface Tunnel10 line-protocol
第 3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隧道线路协议转换为“down”状态时删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1 DISABLED"
第 4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隧道线路协议转换为“up”状态时还原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1 ENABLED"

选项 2：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
在此解决方案中，使用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
在此示例中，DNS 探测功能故障切换到两个或更多根 DNS 服务器会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
作。如果任何 DNS 探测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则保留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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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 具有 DNS 探测功能的 IP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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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若要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正常工作，您需要确保在从自身区域到外部区域的
ZBFW 出站 ACL 中允许 DNS 或“域”。
示例：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第 1 步：配置 VRF 感知 IPSLA DNS 探测功能。
ip sla 118
dns d.root-servers.net name-server 199.7.91.13
vrf IWAN-TRANSPORT-2
threshold 1000
timeout 3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8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ip sla 119
dns b.root-servers.net name-server 192.228.79.201
vrf IWAN-TRANSPORT-2
threshold 1000
timeout 3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9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技术提示
当配置 DNS 探测功能时，应指定 DNS 服务器自身的主机名。这会要求 DNS 服务器自
身解析，允许使用根 DNS 服务器。

第 2 步：为 IPSLA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73 ip sla 118 reachability
track 74 ip sla 119 reachability
!
track 100 list boolean or
object 73
object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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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 DNS 探测功能出现故障时删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10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1 DISABLED"

第 4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 DNS 探测功能处于活动时还原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10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1 ENABLED"

选项 3：IPSLA ICMP 探测功能
在此解决方案中，使用 IPSLA ICMP 探测功能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在此示例中，
ICMP 探测功能故障切换到两个不同的 IP 主机会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作。如果任一 DNS 探测
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则保留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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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 具有 ICMP 探测功能探测功能的 IPSLA

技术提示
若要基于 ICMP 的 IPSLA 探测功能正常工作，您需要确保在从自身区域到外部区域
的出站 ACL 中允许 I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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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配置 VRF 感知 IPSLA ICMP 探测功能。

ip sla 110
icmp-echo 172.18.1.253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vrf IWAN-TRANSPORT-2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0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ip sla 111
icmp-echo 172.18.1.254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vrf IWAN-TRANSPORT-2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1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第 2 步：为 IPSLA ICMP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60 ip sla 110 reachability
track 61 ip sla 111 reachability
track 62 list boolean or
object 60
object 61

第 3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 ICMP 探测功能关闭时删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62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1 DISABLED"

第 4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 ICMP 探测功能处于活动时还原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62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1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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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IA 的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远程站点
本部分介绍如何为双路由器混合 IWAN 设计配置 DIA。这些配置假定具有集中互联网接入的双路由器混合站点
已按照《智能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所述进行了配置且运行正常。
在本部分中，您将员工集中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站点转换为安全的 DIA 配置。
图 49 - 采用 DIA 的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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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IA 路由
流程

1. 配置互联网接口
2. 过滤 EIGRP 识别的中心默认路由
3. 为出站本地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默认路由
4. 配置返回互联网流量的本地策略路由
5. 过滤出站到广域网的默认路由
6. 将 DHCP 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在以下程序中，您将为双路由器混合 IWAN 设计启用 DIA 路由、NAT 和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在此配置中，
通过在辅助路由器上使用 DMVPN 隧道外的拆分隧道来路由本地互联网流量。所有配置均特定于这种设计模式。

程序 1

配置互联网接口

出于安全原因，请在配置 DIA 之前禁用 ISP 接口。在完成本部分中的所有配置之前，不可恢复启用此接口。

技术提示
如果通过 SSH 远程连接到远程站点路由器，您应断开与路由器控制台的连接。关闭
互联网接口将丢弃现有的 DMVPN 隧道。

第 1 步：确认已禁用面向互联网的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shutdown

程序 2

过滤 EIGRP 识别的中心默认路由

对于 DIA 路由，针对全局路由表在本地配置默认路由。对来自中心站点的通过面向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的
默认路由进行过滤是非常必要的。可以选择通过基于 MPLS 的 DMVPN 隧道故障切换至中心站点。在使用 DIA
的单路由器混合设计中，所有互联网流量直接路由到本地 ISP 接口；使用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将故障切
换到中心互联网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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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位于辅助路由器上。
图 50 - 过滤来自中心站点的入站 EIGRP 默认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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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创建访问列表以匹配默认路由和允许所有其他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第 2 步：创建路由映射以参照访问列表。

route-map BLOCK-DEFAULT permit 10
description Block only the default route inbound from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ALL-EXCEPT-DEFAULT

第 3 步：将策略以入站分配列表的形式应用于面向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接口。

router eigrp IWAN-EIGRP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11
exit

第 4 步：如果您不希望回退到集中互联网，还要将策略以入站分配列表的形式应用于面向 MPLS 的 DMVPN
隧道接口。
router eigrp IWAN-EIGRP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10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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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3

为出站本地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默认路由

内部员工流量位于全局表中，需要通过 IWAN-TRANSPORT-2 VRF 中的 ISP 接口路由到互联网。此配置允许
流量从全局转到用于 IWAN 的 DMVPN F-VRF 配置中的外部 VRF。

MPLS
辅助互联网路径
（可选）
EIGRP 派生
中心站点默认路由 0.0.0.0
0.0.0.0

DMVPNoINET

DMVPNoMPLS

图 51 -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 出口默认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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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AN-TRANSPO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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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在辅助路由器上，在全局表中配置默认路由以允许流量传到外部传输 VRF，并将管理距离设置为 10。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程序 4

配置返回互联网流量的本地策略路由

返回到路由器 ISP 接口的外部 NAT 地址的流量将包含在 IWAN-TRANSPORT-2 VRF 内部。本地策略配置允许
此流量路由回到全局表。
配置位于辅助路由器上。

互联网

G0/0/0
EIGRP
(400)
10.7.112.0/24

部署直接互联网接入

全局表

从 IWAN-TRANSPORT-2
到全局
用于 10.0.0.0/8
流量的策略路由将
下一跳 VRF 设置
为全局表
1279

DMVPNoINET

MPLS

DMVPNoMPLS

图 52 -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 本地策略返回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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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配置与内部 IP 网络的汇总范围匹配的 ACL。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NTERNAL-NETS
permit ip any 10.0.0.0 0.255.255.255
第 2 步：创建参照 ACL 并将流量发送到全局表的路由映射。
route-map INET-INTERNAL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turn routing for Local Internet Access
match ip address INTERNAL-NETS
set global
第 3 步：将本地策略路由配置应用于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ip policy route-map INET-INTERNAL

程序 5

过滤出站到广域网的默认路由

对于 IWAN，您在广域网以及远程站点路由器之间使用单一 EIGRP 进程。当您将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下一程序中
的 EIGRP 时，默认情况下它从广域网接口发送到中心站点位置。这不是所需的行为，因此您必须首先配置出站
过滤器。
图 53 -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 出口默认路由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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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上，配置访问列表以拒绝默认路由和允许所有其他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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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上，在名为“ROUTE-LIST”的现有路由映射后添加实例，并参照拒绝默认路由并允
许所有其他路由的访问列表。在 IWAN 基础配置中应当包含此路由映射的实例。该语句应位于现有语句之间。
route-map ROUTE-LIST deny 20
description Block Local Internet Default route out to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第 3 步：在主路由器上，确保以 DMVPN 隧道接口上的出站分布列表的形式应用路由映射。将其作为基础配
置的一部分应用于双路由器出口过滤。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ROUTE-LIST out Tunnel10
exit-af-topology
exit-address-family
第 4 步：在辅助路由器上，确保以 DMVPN 隧道接口上的出站分布列表的形式应用路由映射。将其作为基础配置
的一部分应用于双路由器出口过滤。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ROUTE-LIST out Tunnel11
exit-af-topology
exit-address-family

程序 6

将 DHCP 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对于双路由器配置，需要将静态配置的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AS400 以在全部两个广域网路由器上获得
可访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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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位于辅助路由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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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 IWAN 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 路由重新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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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配置访问列表以匹配默认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DEFAULT-ONLY
permit 0.0.0.0

第 2 步：参照与静态默认路由匹配的访问列表，配置静态重新分发的路由映射实例。
route-map STATIC-IN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distribute local default route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第 3 步：通过使用路由映射，将 DHCP 安装的静态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AS400。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redistribute static route-map STATIC-IN
exit-af-topology
exit-address-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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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为 DIA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1. 定义和配置思科 IOS NAT 策略

在此设计中，内部主机使用 RFC 1918 地址，从本地站点发往互联网的流量需要转换为公共 IP 空间。远程站点
路由器的面向互联网的接口使用 DHCP 获取公共可路由 IP 地址；此处的 NAT 策略通过 PAT 将内部私有 IP 地
址主机转换为此 DHCP 地址。
在辅助路由器上执行这些配置。
图 55 - 互联网流量的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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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和配置思科 IOS NAT 策略

使用此程序配置双路由器混合远程站点配置。
第 1 步：定义与需要转换的流量匹配的策略。使用 ACL 并包括员工使用的所有远程站点子网。
ip access-list extended NAT-LOCAL
permit ip 10.7.144.0 0.0.7.255 any

第 2 步：配置路由映射以参照 ACL 并匹配传出互联网接口。
route-map NAT permit 10
description Local Internet NAT
match ip address NAT-LOCAL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第 3 步：配置 NAT 策略。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NA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over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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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通过将策略应用于内部路由器接口来启用 NAT。根据需要，将此配置应用于匹配 ACL 的流量可其发出
的内部接口或子接口，例如数据和传输网络以及所有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或思科 SRE 接口）。
interface Port-channel 2.64
description data network
ip nat inside
interface Port-channel 2.99
description transit network
ip nat inside
第 5 步：为 NAT 配置面向互联网的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SP Connection
ip nat outside

技术提示
在 IOS 中配置路由器接口上的 NAT 时，您将看到 ip virtual-reassembly in 已添加到配
置中。对于需要分段重组的功能（如 NAT、防火墙和 IPS），将自动启用此配置。

第 6 步：验证已为 NAT 配置正确的接口。
RS32-4451X-2#show ip nat statistics
Total active translations: 33 (0 static, 33 dynamic; 33 extended)
Outside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0
Inside interfaces:
Port-channel2.64
Hits: 119073 Misses:
Expired translations:
Dynamic mappings:
-- Inside Source
[Id: 1] route-map NA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refcount 0
nat-limit statistics:
max entry: max allowed 0, used 0, missed 0 In-to-out drops: 0
Out-to-in drops: 0
Pool stats drop: 0 Mapping stats drop: 0
Port block alloc fail: 0
IP alias add fail: 0
Limit entry add fai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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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步：验证使用本地互联网服务的所需源的 NAT 转换。
RS32-4451X-2#sh ip nat
Pro Inside global
tcp 172.18.98.250:2223
tcp 172.18.98.250:2202
tcp 172.18.98.250:2178
tcp 172.18.98.250:2181

translations
Inside local
Outside local
192.168.192.21:49569 93.184.215.200:443
192.168.192.21:49548 66.235.132.161:80
192.168.192.21:49512 74.125.224.114:80
192.168.192.21:49527 23.203.236.179:80

Outside global
93.184.215.200:443
66.235.132.161:80
74.125.224.114:80
23.203.236.179:80

流程

为 DIA 配置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1. 配置基本的思科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参数
2. 限制流向路由器的流量
3. 启用并验证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以下思科 IOS 防火墙配置适用于面向互联网的提供安全本地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站点路由器。此配置假定 DHCP
和 DMVPN 也配置为使用外部接口。要配置所需的基本防火墙策略，请在辅助路由器上完成以下程序。
按照这些程序保护具有直接互联网配置的双路由器混合远程站点路由器的安全。
图 56 - DIA 的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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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配置基本的思科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参数

第 1 步：如果已进行配置，请从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删除入站 ACL，关闭接口后再继续操作。这可以防
止在配置 ZBFW 时出现未经授权的流量。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shutdown
no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INET-PUBLIC
第 2 步：定义安全区域。区域是一组具有类似功能或安全要求的命名接口。此示例定义两个已标识的基本安全
区域的名称。为了简便，此设计使用内部接口的“默认”安全区域。一旦定义了默认区域，未明确配置为安全
区域成员的所有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安全区域的一部分。
zone security default
zone security OUTSIDE

技术提示
此设计使用所有内部接口的默认区域；流量可以在默认区域中的所有接口之间传输。
未定义为安全区域一部分的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所
有未定义接口 DMVPN 隧道、传输子接口和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和 SRE 接口）
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
请注意，从已定义的安全区域中删除的任何接口将自动置于默认区域中。在此配置中，
该接口被视为“内部”区域，具有内部路由域的访问权。

第 3 步：定义与特定协议匹配的类映射。类映射应用 match-any 或 match-all 运算符以确定如何将匹配条件
应用于类。如果指定 match-any，则流量必须至少满足类映射中的一个匹配条件才能包含在类中。如果指定
match-all，则流量必须满足所有匹配条件才能包含在类中。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protocol tc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i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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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通过使用 match protocol tcp 命令，可以状态化地允许使用单一端口的协议（例如
HTTP、Telnet、SSH 等）单独进行 tcp 检测。
使用多个端口（一个端口用于控制，另一个端口用于数据）的协议（如 FTP）需要
应用检测才能允许针对活动防火墙策略的动态调整。根据需要，可以短时间允许应
用所需的特定 TCP 端口存在。

第 4 步：定义策略映射。策略是流量类和操作的关联。它指定在定义的流量类上应执行什么操作。在此案例中，
您状态化地检查出站会话，以便允许返回流量。
policy-map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技术提示
操作是与流量类 关联的特定功能。检查、丢弃和通过都属于操作。
对于检查操作，自动允许建立的连接具有返回流量。通过操作只允许一个方向上的
流量。当使用通过操作时，您必须明确定义返回流量的规则。

第 5 步：定义区域对，并应用策略映射。一个区域对代表两个定义的区域，并标识应用单向防火墙策略映射的源
区域和目标区域。由于检查所有流量并允许其返回，此配置仅使用一个区域对。
zone-pair security IN_OUT source default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程序 2

限制流向路由器的流量

思科 IOS 通过将自身固定名称作为单独的安全区域来定义路由器。自身区域是默认 deny-all 策略的例外。
允许任何接口上的流向或流出路由器自身的所有流量（本地流量），直到明确拒绝流量为止。换句话说，隐式
允许已定义的区域与路由器 IP 接口之间直接传递的任何流量，这些流量最初不受区域防火墙策略的控制。
自身区域的此默认行为可确保当初始区域防火墙配置应用于路由器时，维持与路由器管理接口的连接和路由协
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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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流向自身区域的流量进行控制的特定规则。当您配置包含自身区域的 ZBFW 规则时，会立即限制自身区
域与其他已定义区域之间的两个方向上的流量。
表 2 - 自身区域防火墙访问列表参数
协议

状态化检测策略

ISAKMP

是

ICMP

是

DHCP

无

ESP

无

GRE

无

以下配置允许采用 DMVPN 的正确远程站点路由器配置所需的流量。无法检查 ESP 和 DHCP，需要采用单独
的 ACL 和类映射并使用策略中的通过操作对 ESP 和 DHCP 进行配置。应当使用检查操作对 ISAKMP 进行配
置，因此需要使用入站和出站策略的单独的 ACL 和类映射来启动 ISAKMP。

技术提示
建议使用此处显示的带有“any”关键字的更具体 ACL，以增强安全性。

第 1 步：在下列步骤中，定义访问列表。
第 2 步：定义一个 ACL，允许流量从外部区域流向路由器自身。这包括用于入站隧道起始的 ISAKMP。可以检
查此流量，下面的 ACL 中标识了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IN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permit icmp any any ttl-exceeded
permit icmp any any port-unreachable
permit udp any any gt 1023 ttl eq 1
第 3 步：标识 IPsec 隧道起始的流量和其他将从路由器（自身区域）流向外部区域的流量。可以检查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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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此处的 ICMP 和域条目用于从路由器发出的 IPSLA 探测。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第 4 步：配置 DHCP ACL 以允许路由器从 ISP 动态获取公共 IP 地址。需要分别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定义此流量，
且无法检查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第 5 步：配置 ESP ACL 以允许路由器建立 DMVPN 的 IPSEC 通信。需要在单独的 ACL 中明确提供入站和出
站方向的 ESP。无法检查 ESP。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IN
permit es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OUT
permit esp any any
第 6 步：配置 GRE ACL 以允许形成 GRE 隧道。只需要明确提供入站方向的 GRE。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RE-IN
permit gre any any

技术提示
由于操作的接口顺序不同，需要在 IOS-XE 平台上允许入站方向的 GRE。IOS ISRG2
平台上不需要这样做。

接下来，您需要为自身区域的往来流量定义类映射。需要为入站和出站发起的流量以及可由路由器检查的流量
定义单独的类映射。
第 7 步：定义与可检查的入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第 8 步：定义与可检查的出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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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步：定义与无法检查的入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第 10 步：定义与无法检查的出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接下来，定义策略映射。创建两个不同的策略，一个用于入站流量，另一个用于出站流量。
第 11 步：定义入站策略映射，该入站映射参照全部两个已定义相应类的检查、通过和丢弃操作的出站类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IN-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IN-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第 12 步：定义出站策略映射，该出站映射参照全部两个已定义相应类的检查、通过和丢弃操作的出站类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OUT-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OUT-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技术提示
对于自身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往来流量，不允许进行第 7 层应用的检测。思科 IOS 防火
墙仅支持从路由器自身发出或到路由器自身停止的 TCP、UDP 和 H.323 流量的检查。
无法检查 DHCP 和 ESP 等流量，这些流量必须在关联策略映射中配置为通过。

接下来，您需要定义区域对并向其应用策略映射。
第 13 步：定义从外部流向路由器自身区域的流量的区域对，并关联上一步中定义的入站策略映射。
zone-pair security TO-ROUTER source OUTSIDE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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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步：定义从路由器自身区域流向外部的流量的区域对，并关联上一步中定义的出站策略映射。
zone-pair security FROM-ROUTER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程序 3

启用并验证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第 1 步：将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分配给外部安全区域。所有其他接口分配给默认区域，不需要进行定义。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zone-member security OUTSIDE

技术提示
默认情况下，允许流量在属于同一区域成员的接口之间流动，而默认“deny-all”策略
则应用于在区域之间移动的流量。
此设计使用所有内部接口的默认区域；流量可以在默认区域中的所有接口之间传输。
未定义为安全区域一部分的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所有
未定义接口 DMVPN 隧道、传输子接口和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和 SRE 接口）成
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
环回接口是“自身”区域的成员，不分配给已定义的安全区域或默认区域。

第 2 步：验证区域防火墙的接口分配，并确保远程站点配置的所有必需接口已分配给相应的区域。
RS32-4451X-2#show zone security
zone self
Description: System defined zone

zone default
Description: System level zone.Interface without zone membership is in this
zone automatically
zone OUTSIDE
Member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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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通过查看每个已配置的策略和类的字节计数，验证防火墙操作。
RS32-4451X-2#show policy-map type inspect zone-pair sessions
Zone-pair: FROM-ROUTER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OUT-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50 packets, 13824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8 packets, 2680 bytes
Pass
8 packets, 2680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IN_OUT
Service-policy inspect :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map: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any)
Match: protocol ft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tc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ud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icmp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TO-ROUTER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IN-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52 packets, 1404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8 packets, 273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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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0 packets, 0 bytes
Pass
1697 packets, 332091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第 4 步：将以下命令添加到路由器配置以确定思科 IOS-XE 区域防火墙丢弃的流量。
parameter-map type inspect global
log dropped-packets

技术提示
在 IOS 中，当配置命令 ip inspect drop-pkt 时，以下内容自动添加到路由器配置中：

parameter-map type inspect global
log dropped-packets enable

Configuring Additional Router Security
1. 禁用 IP ICMP 重新定向

流程

2. 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3. 禁用代理 ARP
4. 禁用未使用的路由器服务
5. 禁用 CDP 和 LLDP
6. 启用 TCP 会话的 keepalives
7. 配置内部网络浮动静态路由
8. 启用互联网接口

除了配置任务之前已采取的安全措施外，本节还介绍了保护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的最佳实践建议。禁用网络
设备的未使用的服务和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开的信息量，从而提高整体安全状态。这种做法还最大程
度地降低了路由器处理不需要的数据包所需的 CPU 和内存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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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 附加路由器安全
攻击
互联网
DMVPN

1305

安全远程站点

技术提示
这些仅是常规安全指南。您可以根据逐个案例的情况采取额外的措施来保护远程站点
路由器的安全。请小心确保禁用某些功能不会影响网络的其他功能。为了在混合 IWAN
设计中增加安全性，您还可以将这些额外的安全配置应用于 MPLS 运营商界面。

程序 1

禁用 IP ICMP 重新定向

路由器使用 ICMP 重新定向消息来通知有更好的路由可用于给定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路由器会转发数据包并
将 ICMP 重新定向消息返回发送方，以推荐目标的备用和首选路由。在许多实施中，允许此行为不会有任何优势。
攻击者可以生成流量，强制路由器响应 ICMP 重新定向消息，对 CPU 和路由器的性能造成负面影响。您可以通
过禁用 ICMP 重定向消息防止此行为。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ICMP 重新定向消息。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ip redirects

程序 2

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当在路由器接口上过滤时，路由器将 ICMP 不可达消息发送回被阻止流量的源。生成这些消息可能会增加路由
器上的 CPU 使用率。默认情况下，思科 IOS ICMP 不可达消息限制为每 500 毫秒一条。可以针对每个端口禁
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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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ip unreachables

程序 3

禁用代理 ARP

代理 ARP 允许路由器响应除自身之外的主机的 ARP 请求。无需配置 RFC 1027 中定义的路由或默认网关，代
理 ARP 可以帮助子网中的机器到达远程子网。使用代理 ARP 的缺点
• 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大量 ARP 请求来影响可用内存。
• 路由器还易受到中间人攻击，网络中的主机可用于骗取路由器的 MAC 地址，导致毫不知情的主机向攻
击者发送流量。
通过使用 interface 配置命令，可以禁用代理 ARP。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代理 AR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ip proxy-arp

程序 4

禁用未使用的路由器服务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应当禁用可用于启动 DoS 和其他攻击的不必要服务。在当前思科 IOS 版本中，默认情况
下禁用许多造成安全威胁的未使用的服务。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MO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mop enabled
第 2 步：在路由器上全局禁用 PAD 服务。
no service pad
第 3 步：防止路由器尝试通过 TFTP 在路由器上全局查找配置文件。
no service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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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5

禁用 CDP 和 LLDP

攻击者可以将 CDP 和 LLDP 用于侦察和网络映射。CDP 是用于发现其他已启用 CDP 的设备的网络协议。CDP
经常由 NMS 用来排除网络问题。LLDP 是在 802.1AB 中定义的 IEEE 协议，与 CDP 非常相似。您应当在连接
到不可信网络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CDP 和 LLDP。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CD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cdp enable

第 2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LLD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lldp transmit
no lldp receive

程序 6

启用 TCP 会话的 keepalives

此配置在路由器的入站连接和路由器的出站连接上启用 TCP keepalives。这样可以确保连接的远程端处的设备
仍可访问，并从路由器中删除半开或分离的连接。
第 1 步：在路由器上全局启用入站和出站连接的 TCP keepalives 服务。
service tcp-keepalives-in
service tcp-keepalives-out

程序 7

配置内部网络浮动静态路由

当通向中心网站的 DMVPN 隧道出现故障时，您希望确保流向内部网络的流量不沿着本地互联网的默认路由。
最好关闭出现故障的网络，避免可能的安全隐患和不需要的路由行为。
将浮动静态路由配置为 null 0（AD 配置为 254），可确保所有内部子网在隧道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路由到 null 0。
第 1 步：配置内部网络子网的静态路由。
ip route 10.0.0.0 255.0.0.0 null0 254

技术提示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汇总用于您的具体网络环境，为内部网络范围配置适当数量的
null 0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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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8

启用互联网接口

既然安全配置已完成，您可以启用面向互联网的接口。
第 1 步：启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流程

no shutdown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1.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确保您的 ISP 连接问题不会导致黑洞路由情况。如果当宽带服务或本地设备出现连接问题时
未从远程站点路由器删除 DHCP 地址和路由，则可能存在故障情况。也可能出现您要重新路由到另一个互联网
服务的本地 ISP 连接中无法访问某些服务的情况。
如果需要中心互联网回退，请在辅助路由器上配置下列一个或多个选项。

程序 1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选项 1：DMVPN 隧道状态跟踪
在此解决方案中，DMVPN 隧道状态用于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在此示例中，隧
道接口的“down”状态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作。如果隧道状态为“up”，路由仍将保留。

技术提示
使用此方法时，中心站点的故障或维护可能导致故障切换事件，即由于隧道状态更改
删除了路由，而本地互联网连接在远程站点将保持有效。在混合配置中，这可能导致
故障切换到多个站点的中心互联网。建议使用本指南提供的其他选项来进行混合 DIA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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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 采用 EEM 的 IWAN 隧道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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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状态

第 1 步：确保在辅助路由器上为 DMVPN 隧道接口配置了状态跟踪。
interface Tunnel11
if-state nhrp
第 2 步：在辅助路由器上为 IPSLA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80 interface Tunnel10 line-protocol
第 3 步：在辅助路由器上配置 EEM 脚本，以在隧道线路协议转换为“down”状态时删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第 4 步：在辅助路由器上配置 EEM 脚本，以在隧道状态跟踪对象为“up”时还原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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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2：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
在此解决方案中，使用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在此示
例中，DNS 探测功能故障切换到两个或更多根 DNS 服务器会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作。如果任
何 DNS 探测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则保留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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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 具有 DNS 探测功能的 IPSLA

技术提示
若要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正常工作，您需要确保在从自身区域到外部区域的
ZBFW 出站 ACL 中允许 DNS 或“域”。
示例：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第 1 步：在辅助路由器上，配置 VRF 感知 IPSLA DNS 探测功能。
ip sla 118
dns d.root-servers.net name-server 199.7.91.13
vrf IWAN-TRANSPORT-2
threshold 1000
timeout 3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8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ip sla 119
dns b.root-servers.net name-server 192.228.79.201
vrf IWAN-TRANSPORT-2
threshold 1000
timeout 3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9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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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当配置 DNS 探测功能时，应指定 DNS 服务器自身的主机名。这会要求 DNS 服务
器自身解析，允许使用根 DNS 服务器。

第 2 步：在辅助路由器上，为 IPSLA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73 ip sla 118 reachability
track 74 ip sla 119 reachability
!
track 100 list boolean or
object 73
object 74
第 3 步：在辅助路由器上，配置 EEM 脚本以在 DNS 探测功能出现故障时删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10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第 4 步：在辅助路由器上，配置 EEM 脚本以在 DNS 探测功能处于活动时还原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10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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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3：IPSLA ICMP 探测功能
在此解决方案中，使用 IPSLA ICMP 探测功能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在此示例中，
ICMP 探测功能故障切换到两个不同的 IP 主机会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作。如果任一 DNS 探测
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则保留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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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0 - 具有 ICMP 探测功能探测功能的 IPSLA

技术提示
若要基于 ICMP 的 IPSLA 探测功能正常工作，您需要确保在从自身区域到外部区域
的出站 ACL 中允许 ICMP。

第 1 步：配置 VRF 感知 IPSLA ICMP 探测功能。
ip sla 110
icmp-echo 172.18.1.253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vrf IWAN-TRANSPORT-2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0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ip sla 111
icmp-echo 172.18.1.254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vrf IWAN-TRANSPORT-2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1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第 2 步：为 IPSLA ICMP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60 ip sla 110 reachability
track 61 ip sla 111 reachability
track 62 list boolean or
object 60
object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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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 ICMP 探测功能关闭时删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62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第 4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 ICMP 探测功能处于活动时还原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62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使用 DIA 的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远程站点
本部分介绍如何为单路由器双互联网 IWAN 设计配置 DIA。这些配置假定具有集中互联网接入的单路由器双
互联网站点已按照《智能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所述进行了配置且运行正常。
在本部分中，您将员工集中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站点转换为安全的 DIA 配置。
图 61 - 采用 DIA 的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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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配置 DIA 路由
1. 配置互联网接口
2. 过滤 EIGRP 识别的中心默认路由
3. 为出站本地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默认路由
4. 配置返回互联网流量的本地策略路由

在以下程序中，您将为单路由器双互联网 IWAN 设计启用 DIA 路由、NAT 和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在此配
置中，通过使用 DMVPN 隧道外的拆分隧道来路由本地互联网流量。所有配置均特定于这种设计模式。

程序 1

配置互联网接口

出于安全原因，请在配置 DIA 之前禁用 ISP 接口。在完成本部分中的所有配置之前，不可恢复启用此接口。

技术提示
如果通过 SSH 远程连接到远程站点路由器，您应断开与路由器控制台的连接。关闭互联网
接口将丢弃现有的 DMVPN 隧道。

第 1 步：确认已禁用面向互联网的
接口。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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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2

过滤 EIGRP 识别的中心默认路由

对于 DIA 路由，针对全局路由表在本地配置默认路由。对来自中心站点的通过全部两个面向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的默认路由进行过滤是非常必要的。在使用 DIA 的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中，所有互联网流量直接路由到
本地 ISP 接口；使用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将故障切换到中心互联网是不可行的。互联网故障从路由器上
的主互联网接口转移到辅助互联网接口。
图 62 - 过滤来自中心站点的入站 EIGRP 默认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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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创建访问列表以匹配默认路由和允许所有其他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第 2 步：创建路由映射以参照访问列表。
route-map BLOCK-DEFAULT permit 10
description block only the default route inbound from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ALL-EXCEPT-DEFAULT
第 3 步：将策略以入站分配列表的形式应用于面向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接口。
router eigrp IWAN-EIGRP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20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21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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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3

为出站本地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默认路由

内部员工流量位于全局表中，需要通过 IWAN-TRANSPORT-3 VRF 中的 ISP 接口路由到互联网。此配置允许
流量从全局转到用于 IWAN 的 DMVPN F-VRF 配置中的外部 VRF。

互联网

默认路由 0.0.0.0 0.0.0.0
管理距离 10

DMVPNoINET

主要互联网路径
从全局到
IWAN-TRANSPORT-3
（通过 G0/0/0）

DMVPNoINET

图 63 -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出口默认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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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路由 0.0.0.0 0.0.0.0
管理距离 15

全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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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在全局表中配置默认路由以允许流量传到外部传输 VRF，并设置管理距离。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5

程序 4

配置返回互联网流量的本地策略路由

返回到路由器 ISP 接口的外部 NAT 地址的流量将包含在 IWAN-TRANSPORT-3 和 IWAN-TRANSPORT-4
VRFs 内部。本地策略配置允许此流量路由回到全局表。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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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VPNoINET

图 64 -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本地策略返回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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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配置与内部 IP 网络的汇总范围匹配的 ACL。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NTERNAL-NETS
permit ip any 10.0.0.0 0.255.255.255

第 2 步：创建参照 ACL 并将流量发送到全局表的路由映射。
route-map INET-INTERNAL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turn routing for Local Internet Access
match ip address INTERNAL-NETS set global
match ip address INTERNAL-NETS
set global
第 3 步：应用本地策略路由配置应用到面向互联网路由器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ip policy route-map INET-INTERNAL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ip policy route-map INET-INTERNAL

流程

使用第 3 层分布配置单路由器远程站点
1. 配置指向广域网的默认路由的出站过滤
2. 配置到 EIGRP 的静态默认路由重新分发

当单路由器 IWAN 站点要求按照《智能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所述连接到第 3 层分布式交换机时，使用此流程。
在此处，您需要将本地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以通告给第 3 层交换机，并过滤通告给 WAN 的默认路由。
图 65 -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第 3 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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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配置指向广域网的默认路由的出站过滤

当将单个路由器连接到第 3 层分布式交换机时，请执行以下步骤。
第 1 步：配置访问列表以拒绝默认路由和允许所有其他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第 2 步：在名为“ROUTE-LIST”的现有路由映射后添加实例，并参照拒绝默认路由并允许所有其他路由的访问
列表。在 IWAN 基础配置中应当包含此路由映射的实例。该语句应位于现有语句之间。
route-map ROUTE-LIST deny 20
description Block Local Internet Default route out to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第 3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上，确保以 DMVPN 隧道接口上的出站分发列表的形式应用路由映射。将其作为基
础配置的一部分应用于双路由器出口过滤。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ROUTE-LIST out Tunnel20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ROUTE-LIST out Tunnel21
exit-af-topology
exit-address-family

程序 2

配置到 EIGRP 的静态默认路由重新分发

当将单个路由器连接到第 3 层分布式交换机时，请执行以下步骤。
第 1 步：配置访问列表以匹配重新分发的默认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DEFAULT-ONLY
permit 0.0.0.0
第 2 步：参照与静态默认路由匹配的访问列表，配置静态重新分发的路由映射。
route-map STATIC-IN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distribute local default route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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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通过使用路由映射，将 DHCP 安装的静态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AS400。

流程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redistribute static route-map STATIC-IN
exit-af-topology
exit-address-family

为 DIA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1. 在具有双互联网链路的单个路由器上配置 NAT 策略

在此设计中，内部主机使用 RFC 1918 地址，从本地站点发往互联网的流量需要转换为公共 IP 空间。远程站点
路由器的面向互联网的接口使用 DHCP 获取公共可路由 IP 地址；此处的 NAT 策略通过 PAT 将内部私有 IP 地
址主机转换为此 DHCP 地址。
图 66 - 互联网流量的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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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双互联网链路的单个路由器上配置 NAT 策略

如果您要希望为单路由器双互联网配置来配置 NAT，请使用此程序。此程序提供当将单个路由器连接到两个不
同的 ISP 时所需的 NAT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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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 IWAN 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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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定义与需要转换的流量匹配的策略。使用 ACL 并包括所有远程站点子网。
ip access-list extended NAT
permit ip 10.7.160.0 0.0.7.255 any
第 2 步：配置与将应用 NAT 的 ACL 和接口匹配的路由映射。
route-map ISP-A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NAT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route-map ISP-B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NAT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第 3 步：在全部两个互联网接口上配置 PAT 的 NAT 策略。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ISP-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overload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ISP-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overload
第 4 步：通过将策略应用于内部路由器接口来启用 NAT。根据需要，将此配置应用于匹配 ACL 的流量
（例如数据网络）传出的内部接口或子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64
ip nat i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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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为 NAT 配置面向互联网的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A)
ip nat outsid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B)
ip nat outside

技术提示
在 IOS 路由器接口上配置 NAT 时，您将看到 ip virtual-reassembly in 已添加到配置
中。对于需要分段重组的功能（如 NAT、防火墙和 IPS），将自动启用此配置。

第 6 步：验证已为 NAT 配置正确的接口。
RS33-4451X#show ip nat statistics
Total active translations: 175 (0 static, 175 dynamic; 175 extended)
Outside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0, GigabitEthernet0/0/1
Inside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2.64
Hits: 587036 Misses: 5285
Expired translations: 5108
Dynamic mappings:
-- Inside Source
[Id: 1] route-map ISP-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refcount 175
[Id: 2] route-map ISP-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refcount 0
refcount 0
nat-limit statistics:
max entry: max allowed 0, used 0, missed 0
In-to-out drops: 0 Out-to-in drops: 11
Pool stats drop: 0 Mapping stats drop: 0
Port block alloc fail: 0
IP alias add fail: 0
Limit entry add fail: 0
第 7 步：验证使用本地互联网服务的所需源的 NAT 转换。
RS33-4451X#show ip nat translations
Pro Inside global
Inside local
Outside local
tcp 172.18.99.11:5021 10.7.164.20:49678 69.25.24.26:80
tcp 172.18.99.11:5108 10.7.164.20:49765 23.203.221.156:443
tcp 172.18.99.11:4105 10.7.164.20:49786 23.204.109.42:80
tcp 172.18.99.11:4975 10.7.164.20:49632 23.204.109.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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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为 DIA 配置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1. 配置基本的思科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参数
2. 限制流向路由器的流量
3. 启用并验证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以下思科 IOS 防火墙配置适用于面向互联网的提供安全本地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站点路由器。此配置假定 DHCP
和 DMVPN 也配置为使用外部接口。要配置所需的基本防火墙策略，请完成以下程序。
按照这些程序保护具有直接互联网配置的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远程站点路由器的安全。
图 68 - DIA 的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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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配置基本的思科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参数

第 1 步：如果已进行配置，请从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删除入站 ACL，关闭接口后再继续操作。这可以防
止在配置 ZBFW 时出现未经授权的流量。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shutdown
no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INET-PUBLI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shutdown
no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INET-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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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定义安全区域。区域是一组具有类似功能或安全要求的命名接口。此示例定义确定三个已标识的基本
安全区域的名称。
第 3 步：此示例具有两个位于唯一 VRF 中的外部接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定义两个安全区域；不能为不同
VRF 中的接口定义单一安全区域。
第 4 步：为了简便，此设计使用内部接口的“默认”安全区域。一旦定义了默认区域，未明确配置为安全区域
成员的所有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安全区域的一部分。
zone security default
zone security OUTSIDE-A
zone security OUTSIDE-B

技术提示
此设计使用所有内部接口的默认区域；流量可以在默认区域中的所有接口之间传输。
未定义为安全区域一部分的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所
有未定义接口 DMVPN 隧道、传输子接口和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和 SRE 接口）
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
请注意，从已定义的安全区域中删除的任何接口将自动置于默认区域中。在此配置中，
该接口被视为“内部”区域，具有内部路由域的访问权。

第 5 步：定义与特定协议匹配的类映射。类映射应用 match-any 或 match-all 运算符以确定如何将匹配条件
应用于类。如果指定 match-any，则流量必须至少满足类映射中的一个匹配条件才能包含在类中。如果指定
match-all，则流量必须满足所有匹配条件才能包含在类中。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protocol tc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icmp

技术提示
通过使用 match protocol tcp 命令，可以状态化地允许使用单一端口的协议（例如
HTTP、Telnet、SSH 等）单独进行 tcp 检测。
使用多个端口（一个端口用于控制，另一个端口用于数据）的协议（如 ftp）需要应
用检测才能允许针对活动防火墙策略的动态调整。根据需要，可以短时间允许应用
所需的特定 TCP 端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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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步：定义策略映射。策略是流量类和操作的关联。它指定在定义的流量类上应执行什么操作。在此案例中，
您状态化地检查出站会话，以便允许返回流量。
policy-map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技术提示
操作是与流量类 关联的特定功能。检查、丢弃和通过都属于操作。
对于检查操作，自动允许建立的连接具有返回流量。通过操作只允许一个方向上的流量。
当使用通过操作时，您必须明确定义返回流量的规则。

第 7 步：定义区域对，并应用策略映射。一个区域对代表两个定义的区域，并标识应用单向防火墙策略映射的
源区域和目标区域。由于检查所有流量并允许其返回，此配置仅使用一个区域对。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定义
两个区域对：一个用于每个外部区域，另一个用于默认区域。
zone-pair security IN_OUT-A source default destination OUTSIDE-A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IN_OUT-B source default destination OUTSIDE-B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程序 2

限制流向路由器的流量

思科 IOS 通过将自身固定名称作为单独的安全区域来定义路由器。自身区域是默认 deny-all 策略的例外。
允许任何接口上的流向或流出路由器自身的所有流量（本地流量），直到明确拒绝流量为止。换句话说，隐式
允许已定义的区域与路由器 IP 接口之间直接传递的任何流量，这些流量最初不受区域防火墙策略的控制。
自身区域的此默认行为可确保当初始区域防火墙配置应用于路由器时，维持与路由器管理接口的连接和路由协
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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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流向自身区域的流量进行控制的特定规则。当您配置包含自身区域的 ZBFW 规则时，会立即限制自身区
域与其他已定义区域之间的两个方向上的流量。
表 3 - 自身区域防火墙访问列表参数
协议

状态化检测策略

ISAKMP

是

ICMP

是

DHCP

无

ESP

无

GRE

无

以下配置允许采用 DMVPN 的正确远程站点路由器配置所需的流量。无法检查 ESP 和 DHCP，需要采用单独的
ACL 和类映射并使用策略中的通过操作对 ESP 和 DHCP 进行配置。应当使用检查操作对 ISAKMP 进行配置，
因此需要使用入站和出站策略的单独的 ACL 和类映射来启动 ISAKMP。

技术提示
建议使用此处显示的带有“any”关键字的更具体 ACL，以增强安全性。

第 1 步：在下列步骤中，定义访问列表。
第 2 步：定义一个 ACL，允许流量从外部区域流向路由器自身。这包括用于入站隧道起始的 ISAKMP。可以检
查此流量，下面的 ACL 中标识了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IN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permit icmp any any ttl-exceeded
permit icmp any any port-unreachable
permit udp any any gt 1023 ttl eq 1
第 3 步：标识 IPsec 隧道起始的流量和其他将从路由器（自身区域）流向外部区域的流量。可以检查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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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此处的 ICMP 和域条目用于从路由器发出的 IPSLA 探测。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第 4 步：配置 DHCP ACL 以允许路由器从 ISP 动态获取公共 IP 地址。需要分别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定义此流量，
且无法检查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第 5 步：配置 ESP ACL 以允许路由器建立 DMVPN 的 IPSEC 通信。需要在单独的 ACL 中明确提供入站和出站
方向的 ESP。无法检查 ESP。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IN
permit es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OUT
permit esp any any
第 6 步：配置 GRE ACL 以允许形成 GRE 隧道。只需要明确提供入站方向的 GRE。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RE-IN
permit gre any any

技术提示
由于操作的接口顺序不同，需要在 IOS-XE 平台上允许入站方向的 GRE。IOS ISRG2 平台
上不需要这样做。

接下来，您需要为自身区域的往来流量定义类映射。需要为入站和出站发起的流量以及可由路由器检查的流量
定义单独的类映射。
第 7 步：定义与可检查的入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第 8 步：定义与可检查的出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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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步：定义与无法检查的入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第 10 步：定义与无法检查的出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接下来，定义策略映射。创建两个不同的策略，一个用于入站流量，另一个用于出站流量。
第 11 步：定义入站策略映射，该入站映射参照全部两个已定义相应类的检查、通过和丢弃操作的出站类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IN-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IN-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第 12 步：定义出站策略映射，该出站映射参照全部两个已定义相应类的检查、通过和丢弃操作的出站类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OUT-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OUT-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技术提示
对于自身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往来流量，不允许进行第 7 层应用的检测。思科 IOS 防火
墙仅支持从路由器自身发出或到路由器自身停止的 TCP、UDP 和 H.323 流量的检查。
无法检查 DHCP 和 ESP 等流量，这些流量必须在关联策略映射中配置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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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您需要定义区域对并向其应用策略映射。
第 13 步：定义从外部流向路由器自身区域的流量的区域对，并关联上一步中定义的入站策略映射。
zone-pair security TO-ROUTER-A source OUTSIDE-A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TO-ROUTER-B source OUTSIDE-B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第 14 步：定义从路由器自身区域流向外部的流量的区域对，并关联上一步中定义的出站策略映射。
zone-pair security FROM-ROUTER-A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OUTSIDE-A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FROM-ROUTER-B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OUTSIDE-B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程序 3

启用并验证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第 1 步：将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分配给外部安全区域。所有其他接口分配给默认区域，不需要进行定义。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zone-member security OUTSID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zone-member security OUTSIDE-B

技术提示
不同 VRF 中的接口不能分配给同一安全区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 ISP 接口必须位
于不同的安全区域中。
未定义为安全区域一部分的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
所有未定义接口 DMVPN 隧道、传输子接口和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和 SRE
接口）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
环回接口是“自身”区域的成员，不分配给已定义的安全区域或默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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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验证区域防火墙的接口分配，并确保远程站点配置的所有必需接口已分配给相应的区域。
RS33-4451X#show zone security
zone self
Description: System defined zone
zone OUTSIDE-A
Member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0
zone OUTSIDE-B
Member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1
zone default
Description: System level zone.Interface without zone membership is in
this zone automatically
第 3 步：通过查看每个已配置的策略和类的字节计数，验证防火墙操作。
RS33-4451X#show policy-map type inspect zone-pair sessions
Zone-pair: FROM-ROUTER-A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OUT-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1653936 packets, 103139556 bytes
Inspect
Established Sessions
Session ID 0x001955D3 (172.18.99.11:8)=>(172.18.1.253:23626) icmp
SIS_OPEN
Created 00:00:04, Last heard 00:00:04
Bytes sent (initiator:responder) [36:36]
Session ID 0x001955D2 (172.18.99.11:8)=>(172.18.1.254:23625) icmp
SIS_OPEN
Created 00:00:04, Last heard 00:00:04
Bytes sent (initiator:responder) [36:36]

Class-map: PASS-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82 packets, 27470 bytes
Pass
82 packets, 27470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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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FROM-ROUTER-B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OUT-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676 packets, 169296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82 packets, 27470 bytes Pass
82 packets, 27470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IN_OUT-A
Service-policy inspect :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map: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any)
Match: protocol ft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icm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udp
4 packets, 357 bytes
Match: protocol tcp
2541 packets, 156894 bytes
Inspect
Established Sessions
Session ID 0x00195303 (10.7.164.20:50159)=>(199.59.148.12:80) tcp
SIS_OPEN
Created 00:12:12, Last heard 00:12:11
Bytes sent (initiator:responder) [333:748]
Session ID 0x001955C3 (10.7.164.20:50250)=>(54.235.157.205:80) tcp
SIS_OPEN
Created 00:00:23, Last heard 00:00:23
Bytes sent (initiator:responder) [0:0]
Session ID 0x001955C2 (10.7.164.20:50249)=>(54.235.157.205:80) tcp
SIS_OPEN
Created 00:00:23, Last heard 00:00:22
Bytes sent (initiator:responder) [518:213]
Session ID 0x001951E5 (10.7.164.20:50062)=>(23.204.109.9:80) tcp
SIS_OPEN
Created 00:15:45, Last heard 00:00:00
Bytes sent (initiator:responder) [719288:3393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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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IN_OUT-B
Service-policy inspect :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map: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any)
Match: protocol ft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icm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ud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tcp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TO-ROUTER-A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IN-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520 packets, 140828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82 packets, 28044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0 packets, 0 bytes
Pass
17880 packets, 3495146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TO-ROUTER-B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IN-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522 packets, 142292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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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82 packets, 28044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0 packets, 0 bytes
Pass
17888 packets, 3496154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第 4 步：将以下命令添加到路由器配置以确定思科 IOS-XE 区域防火墙丢弃的流量。
parameter-map type inspect global
log dropped-packets

技术提示
在 IOS 中，当配置命令 ip inspect drop-pkt 时，以下内容自动添加到路由器
配置中：

parameter-map type inspect global
log dropped-packets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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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ing Additional Router Security
1. 禁用 IP ICMP 重新定向
2. 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流程

3. 禁用代理 ARP
4. 禁用未使用的路由器服务
5. 禁用 CDP 和 LLDP
6. 启用 TCP 会话的 keepalives
7. 配置内部网络浮动静态路由
8. 启用互联网接口

除了配置任务之前已采取的安全措施外，本节还介绍了保护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的最佳实践建议。禁用网络
设备的未使用的服务和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开的信息量，从而提高整体安全状态。这种做法还最大程
度地降低了路由器处理不需要的数据包所需的 CPU 和内存负载。
图 69 - 附加路由器安全
攻击
互联网
DMVPN

1305

安全远程站点

技术提示
这些仅是常规安全指南。您可以根据逐个案例的情况采取额外的措施来保护远程站点路
由器的安全。请小心确保禁用某些功能不会影响网络的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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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禁用 IP ICMP 重新定向

路由器使用 ICMP 重新定向消息来通知有更好的路由可用于给定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路由器会转发数据包并
将 ICMP 重新定向消息返回发送方，以推荐目标的备用和首选路由。在许多实施中，允许此行为不会有任何优势。
攻击者可以生成流量，强制路由器响应 ICMP 重新定向消息，对 CPU 和路由器的性能造成负面影响。您可以通
过禁用 ICMP 重定向消息防止此行为。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ICMP 重新定向消息。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A
no ip redirect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B
no ip redirects

程序 2

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当在路由器接口上过滤时，路由器将 ICMP 不可达消息发送回被阻止流量的源。生成这些消息可能会增加路由
器上的 CPU 使用率。默认情况下，思科 IOS ICMP 不可达消息限制为每 500 毫秒一条。可以针对每个端口禁
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A
no ip unreachable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B
no ip unreachables

程序 3

禁用代理 ARP

代理 ARP 允许路由器响应除自身之外的主机的 ARP 请求。无需配置 RFC 1027 中定义的路由或默认网关，代
理 ARP 可以帮助子网中的机器到达远程子网。使用代理 ARP 的缺点
• 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大量 ARP 请求来影响可用内存。
• 路由器还易受到中间人攻击，网络中的主机可用于骗取路由器的 MAC 地址，导致毫不知情的主机向攻
击者发送流量。
通过使用 interface 配置命令，可以禁用代理 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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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代理 AR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A
no ip proxy-ar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B
no ip proxy-arp

程序 4

禁用未使用的路由器服务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应当禁用可用于启动 DoS 和其他攻击的不必要服务。在当前思科 IOS 版本中，默认情况下
禁用许多造成安全威胁的未使用的服务。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MO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A
no mop enabl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B
no mop enabled
第 2 步：在路由器上全局禁用 PAD 服务。
no service pad
第 3 步：防止路由器尝试通过 TFTP 在路由器上全局查找配置文件。
no service config

程序 5

禁用 CDP 和 LLDP

攻击者可以将 CDP 和 LLDP 用于侦察和网络映射。CDP 是用于发现其他已启用 CDP 的设备的网络协议。CDP
经常由 NMS 用来排除网络问题。LLDP 是在 802.1AB 中定义的 IEEE 协议，与 CDP 非常相似。您应当在连接
到不可信网络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CDP 和 LLDP。
第 1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CD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A
no cdp enabl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B
no cdp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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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LLD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A
no lldp transmit
no lldp receiv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B
no lldp transmit
no lldp receive

程序 6

启用 TCP 会话的 keepalives

此配置在路由器的入站连接和路由器的出站连接上启用 TCP keepalives。这样可以确保连接的远程端处的设备
仍可访问，并从路由器中删除半开或分离的连接。
第 1 步：在路由器上全局启用入站和出站连接的 TCP keepalives 服务。
service tcp-keepalives-in
service tcp-keepalives-out

程序 7

配置内部网络浮动静态路由

当通向中心网站的 DMVPN 隧道出现故障时，您希望确保流向内部网络的流量不沿着本地互联网的默认路由。
最好关闭出现故障的网络，避免可能的安全隐患和不需要的路由行为。
将浮动静态路由配置为 null 0（AD 配置为 254），可确保所有内部子网在隧道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路由到 null 0。
第 1 步：配置内部网络子网的静态路由。
ip route 10.0.0.0 255.0.0.0 null0 254

技术提示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汇总用于您的具体网络环境，为内部网络范围配置适当数量的
null 0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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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8

启用互联网接口

既然安全配置已完成，您可以启用面向互联网的接口。
第 1 步：启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A
no shutdown

流程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ISP-B
no shutdown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1.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确保您的 ISP 连接问题不会导致黑洞路由情况。如果当宽带服务或本地设备出现连接问
题时未从远程站点路由器删除 DHCP 地址和路由，则可能存在故障情况。也可能出现您要重新路由到另一个
互联网服务的本地 ISP 连接中无法访问某些服务的情况。
如果需要中心互联网回退，请配置下列一个或多个选项。

程序 1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选项 1：DMVPN 隧道状态跟踪
在此解决方案中，DMVPN 隧道状态用于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在此示例中，隧
道接口的“down”状态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作。如果隧道状态为“up”，路由仍将保留。

技术提示
使用此方法时，中心站点的故障或维护可能导致故障切换事件，即由于隧道状态更
改删除了路由，而本地互联网连接在远程站点将保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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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 - 采用 EEM 的 IWAN 隧道跟踪

1297

隧道状态

第 1 步：确保为 DMVPN 隧道接口配置了状态跟踪。
interface Tunnel20
if-state nhrp
第 2 步：为 IPSLA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80 interface Tunnel20 line-protocol
第 3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隧道线路协议转换为“down”状态时删除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第 4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隧道线路协议转换为“up”状态时还原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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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2：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
在此解决方案中，使用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在此
示例中，DNS 探测功能故障切换到两个或更多根 DNS 服务器会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作。如果
任何 DNS 探测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则保留路由。

IP SLA DNS
探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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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图 71 - 具有 DNS 探测功能的 IPSLA

技术提示
若要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正常工作，您需要确保在从自身区域到外部区域的
ZBFW 出站 ACL 中允许 DNS 或“域”。
示例：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第 1 步：配置 VRF 感知 IPSLA DNS 探测功能。
ip sla 118
dns d.root-servers.net name-server 199.7.91.13
vrf IWAN-TRANSPORT-3
threshold 1000
timeout 3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8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ip sla 119
dns b.root-servers.net name-server 192.228.79.201
vrf IWAN-TRANSPORT-3
threshold 1000
timeout 3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9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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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当配置 DNS 探测功能时，应指定 DNS 服务器自身的主机名。这会要求 DNS 服务
器自身解析，允许使用根 DNS 服务器。

第 2 步：为 IPSLA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73 ip sla 118 reachability
track 74 ip sla 119 reachability
!
track 100 list boolean or
object 73
object 74
第 3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 DNS 探测功能出现故障时删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10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第 4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 DNS 探测功能处于活动时还原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10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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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3：IPSLA ICMP 探测功能
在此解决方案中，使用 IPSLA ICMP 探测功能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在此示例中，
ICMP 探测功能故障切换到两个不同的 IP 主机会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作。如果任一 DNS 探测
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则保留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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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 具有 ICMP 探测功能探测功能的 IPSLA

技术提示
若要基于 ICMP 的 IPSLA 探测功能正常工作，您需要确保在从自身区域到外部区域
的出站 ACL 中允许 ICMP。

第 1 步：配置 VRF 感知 IPSLA ICMP 探测功能。
ip sla 110
icmp-echo 172.18.1.253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vrf IWAN-TRANSPORT-3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0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ip sla 111
icmp-echo 172.18.1.254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vrf IWAN-TRANSPORT-3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1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第 2 步：为 IPSLA ICMP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60 ip sla 110 reachability
track 61 ip sla 111 reachability
track 62 list boolean or
object 60
object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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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 ICMP 探测功能关闭时删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62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第 4 步：配置 EEM 脚本以在 ICMP 探测功能处于活动时还原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62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使用 DIA 的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远程站点
此流程介绍如何为双路由器双互联网 IWAN 设计配置 DIA。这些配置假定具有集中互联网接入的双路由器
双互联网站点已按照《智能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所述进行了配置且运行正常。
在本部分中，您将员工集中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站点转换为安全的 DIA 配置。
图 73 - 采用 DIA 的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互联网

1327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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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IA 路由
流程

1. 配置互联网接口
2. 过滤 EIGRP 识别的中心默认路由
3. 为出站本地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默认路由
4. 为返回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策略路由
5. 过滤出站到广域网的默认路由
6. 将 DHCP 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在以下程序中，您将为双路由器双互联网 IWAN 设计启用 DIA 路由、NAT 和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在此配置中，
通过在辅助路由器上使用 DMVPN 隧道外的拆分隧道来路由本地互联网流量。所有配置均特定于这种设计模式。

程序 1

配置互联网接口

出于安全原因，请在配置 DIA 之前禁用 ISP 接口。在完成本部分中的所有配置之前，不可恢复启用此接口。

技术提示
如果通过 SSH 远程连接到远程站点路由器，您应断开与路由器控制台的连接。关闭
互联网接口将丢弃现有的 DMVPN 隧道。

第 1 步：确认已禁用面向互联网的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shutdown

程序 2

过滤 EIGRP 识别的中心默认路由

对于 DIA 路由，针对全局路由表在本地配置默认路由。对来自中心站点的通过面向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的默
认路由进行过滤是非常必要的。可以选择通过基于 MPLS 的 DMVPN 隧道故障切换至中心站点。在使用 DIA 的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中，所有互联网流量直接路由到本地 ISP 接口；使用基于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将故障
切换到中心互联网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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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同时位于主路由器和辅助路由器上。
图 74 - 过滤来自中心站点的入站 EIGRP 默认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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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创建访问列表以匹配默认路由和允许所有其他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第 2 步：创建路由映射以参照访问列表。
route-map BLOCK-DEFAULT permit 10
description Block only the default route inbound from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ALL-EXCEPT-DEFAULT
第 3 步：将策略以入站分配列表的形式应用于面向互联网的 DMVPN 隧道接口。
router eigrp IWAN-EIGRP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20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21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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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3

为出站本地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默认路由

内部员工流量位于全局表中，需要通过 IWAN-TRANSPORT-3 和 IWAN-TRANSPORT-4 VRFs 中的 ISP 接口路
由到互联网。此配置允许流量从全局转到用于 IWAN 的 DMVPN F-VRF 配置中的外部 VRF。

EIGRP
(400)

互联网

静态配置的默认路由
0.0.0.0 0.0.0.0
管理距离 254
1289

静态配置的默认路由
0.0.0.0 0.0.0.0
管理距离 10

DMVPNoINET

互联网

DMVPNoINET

图 75 -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出口默认路由

第 1 步：在主路由器全局表中配置默认路由以允许流量传到外部传输 VRF，并将管理距离设置为 10。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第 2 步：在辅助路由器的全局表中配置默认路由。允许流量传到外部传输 VRF 中，将管理距离设置为 254，
以便此路由器首选来自主路由器的外部 EIGRP 路由。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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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4

为返回互联网流量配置本地策略路由

返回到路由器 ISP 接口的外部 NAT 地址的流量将包含在 IWAN-TRANSPORT-3 和 IWAN-TRANSPORT-4
VRFs 内部。本地策略配置允许此流量路由回到全局表。
配置同时位于全部两个路由器上。

用于 10.0.0.0/8
流量的策略路由将
下一跳 VRF 设置为
全局表

G0/0/0

互联网

G0/0/0
EIGRP
(400)

从 IWAN-TRANSPORT-4
到全局
用于 10.0.0.0/8
流量的策略路由将
下一跳 VRF 设置为
全局表

1291

DMVPNoINET

互联网

从 IWAN-TRANSPORT-3
到全局

DMVPNoINET

图 76 -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本地策略返回路由

第 1 步：配置与内部 IP 网络的汇总范围匹配的 ACL。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NTERNAL-NETS
permit ip any 10.0.0.0 0.255.255.255
第 2 步：创建参照 ACL 并将流量发送到全局表的路由映射。
route-map INET-INTERNAL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turn routing for Local Internet Access
match ip address INTERNAL-NETS
set global
第 3 步：应用本地策略路由配置应用到面向互联网路由器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ip policy route-map INET-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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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5

过滤出站到广域网的默认路由

对于 IWAN，您在广域网以及远程站点路由器之间使用单一 EIGRP 进程。当您将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下一程序
中的 EIGRP 时，默认情况下它从广域网接口发送到中心站点位置。这不是所需的行为，因此您必须首先配置出
站过滤器。
图 77 -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出口默认路由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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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上，配置访问列表以拒绝默认路由和允许所有其他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第 2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上，在名为“ROUTE-LIST”的现有路由映射后添加实例，并参照拒绝默认路由
并允许所有其他路由的访问列表。在 IWAN 基础配置中应当包含此路由映射的实例。该语句应位于现有语句
之间。
route-map ROUTE-LIST deny 20
description Block Local Internet Default route out to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第 3 步：在主路由器上，确保以 DMVPN 隧道接口上的出站分布列表的形式应用路由映射。将其作为基础配
置的一部分应用于双路由器出口过滤。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ROUTE-LIST out Tunnel20
exit-af-topology
exit-address-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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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在辅助路由器上，确保以 DMVPN 隧道接口上的出站分布列表的形式应用路由映射。将其作为基础配
置的一部分应用于双路由器出口过滤。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ROUTE-LIST out Tunnel21
exit-af-topology
exit-address-family

将 DHCP 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程序 6

对于双路由器配置，需要将静态配置的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AS400 以在全部两个广域网路由器上获得
可访问性。
配置同时位于全部两个路由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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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 IWAN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 路由重新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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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配置访问列表以匹配默认路由。
ip access-list standard DEFAULT-ONLY
permit 0.0.0.0

第 2 步：参照与静态默认路由匹配的访问列表，配置静态重新分发的路由映射实例。
route-map STATIC-IN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distribute local default route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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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通过使用路由映射，将 DHCP 安装的静态默认路由重新分发到 EIGRP AS400。

流程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topology base
redistribute static route-map STATIC-IN
exit-af-topology
exit-address-family

为 DIA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1. 定义和配置思科 IOS NAT 策略

在此设计中，内部主机使用 RFC 1918 地址，从本地站点发往互联网的流量需要转换为公共 IP 空间。远程站点
路由器的面向互联网的接口使用 DHCP 获取公共可路由 IP 地址；此处的 NAT 策略通过 PAT 将内部私有 IP 地
址主机转换为此 DHCP 地址。
此配置在主路由器和次要路由器上完成。
图 79 - 互联网流量的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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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和配置思科 IOS NAT 策略

使用此程序为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远程站点配置的 DIA 配置 NAT。
第 1 步：定义与需要转换的流量匹配的策略。使用 ACL 并包括员工使用的所有远程站点子网。
ip access-list extended NAT-LOCAL
permit ip 10.7.176.0 0.0.7.255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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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配置路由映射以参照 ACL 并匹配传出互联网接口。
route-map NAT permit 10
description Local Internet NAT
match ip address NAT-LOCAL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第 3 步：配置 NAT 策略。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NA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overload
第 4 步：通过将策略应用于内部路由器接口来启用 NAT。根据需要，将此配置应用于匹配 ACL 的流量可其发出
的内部接口或子接口，例如数据和传输网络以及所有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或思科 SRE 接口）。
interface Port-channel 1.64
description Data network
ip nat inside
interface Port-channel 1.99
description Transit network
ip nat inside
第 5 步：为 NAT 配置面向互联网的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SP Connection
ip nat outside

技术提示
在配置 IOS 路由器接口上的 NAT 时，您将看到 ip virtual-reassembly in 已添加到
配置中。对于需要分段重组的功能（如 NAT、防火墙和 IPS），将自动启用此配置。

第 6 步：验证已为 NAT 配置正确的接口。
RS34-4451X-1#show ip nat statistics
Total active translations: 0 (0 static, 0 dynamic; 0 extended)
Outside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0
Inside interfaces:
Port-channel1.64
Hits: 119073 Misses:
Expired translations:
Dynamic mappings:
-- Inside Source
[Id: 1] route-map NA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refcount 0
nat-limit statistics:
max entry: max allowed 0, used 0, misse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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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out drops: 0 Out-to-in drops: 0
Pool stats drop: 0 Mapping stats drop: 0
Port block alloc fail: 0
IP alias add fail: 0
Limit entry add fail: 0
第 7 步：验证使用本地互联网服务的所需源的 NAT 转换。
RS34-4451X-1#show ip nat translations
Pro Inside global
Inside local
Outside local
Outside global
tcp 172.18.99.21:5021 10.7.164.20:49678 69.25.24.26:80 69.25.24.26:80
tcp 172.18.99.21:5108 10.7.164.20:49765 23.203.221.156:443 23.203.221.156:443
tcp 172.18.99.21:4105 10.7.164.20:49786 23.204.109.42:80 23.204.109.42:80
tcp 172.18.99.21:4975 10.7.164.20:49632 23.204.109.48:80 23.204.109.48:80

流程

为 DIA 配置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1. 配置基本的思科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参数
2. 限制流向路由器的流量
3. 启用并验证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以下思科 IOS 防火墙配置适用于面向互联网的提供安全本地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站点路由器。此配置假定 DHCP
和 DMVPN 也配置为使用外部接口。要配置所需的基本防火墙策略，请在全部两个路由器上完成以下程序。
按照这些程序保护具有直接互联网配置的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远程站点路由器的安全。
图 80 - DIA 的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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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配置基本的思科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参数

第 1 步：如果已进行配置，请从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删除入站 ACL，关闭接口后再继续操作。这可以防
止在配置 ZBFW 时出现未经授权的流量。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shutdown
no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INET-PUBLIC
第 2 步：定义安全区域。区域是一组具有类似功能或安全要求的命名接口。此示例定义两个已标识的基本安全
区域的名称。为了简便，此设计使用内部接口的“默认”安全区域。一旦定义了默认区域，未明确配置为安全
区域成员的所有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安全区域的一部分。
zone security default
zone security OUTSIDE

技术提示
此设计使用所有内部接口的默认区域；流量可以在默认区域中的所有接口之间传输。
未定义为安全区域一部分的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所
有未定义接口 DMVPN 隧道、传输子接口和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和 SRE 接口）
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
请注意，从已定义的安全区域中删除的任何接口将自动置于默认区域中。在此配置中，
该接口被视为“内部”区域，具有内部路由域的访问权。

第 3 步：定义与特定协议匹配的类映射。类映射应用 match-any 或 match-all 运算符以确定如何将匹配条件
应用于类。如果指定 match-any，则流量必须至少满足类映射中的一个匹配条件才能包含在类中。如果指定
match-all，则流量必须满足所有匹配条件才能包含在类中。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protocol tc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i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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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通过使用 match protocol tcp 命令，可以状态化地允许使用单一端口的协议（例如
HTTP、Telnet、SSH 等）单独进行 tcp 检测。
使用多个端口（一个端口用于控制，另一个端口用于数据）的协议（如 FTP）需要
应用检测才能允许针对活动防火墙策略的动态调整。根据需要，可以短时间允许应
用所需的特定 TCP 端口存在。

第 4 步：定义策略映射。策略是流量类和操作的关联。它指定在定义的流量类上应执行什么操作。在此案例中，
您状态化地检查出站会话，以便允许返回流量。
policy-map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技术提示
操作是与流量类 关联的特定功能。检查、丢弃和通过都属于操作。
对于检查操作，自动允许建立的连接具有返回流量。通过操作只允许一个方向上的流量。
当使用通过操作时，您必须明确定义返回流量的规则。

第 5 步：定义区域对，并应用策略映射。一个区域对代表两个定义的区域，并标识应用单向防火墙策略映射的
源区域和目标区域。由于检查所有流量并允许其返回，此配置仅使用一个区域对。
zone-pair security IN_OUT source default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程序 2

限制流向路由器的流量

思科 IOS 通过将自身固定名称作为单独的安全区域来定义路由器。自身区域是默认 deny-all 策略的例外。
允许任何接口上的流向或流出路由器自身的所有流量（本地流量），直到明确拒绝流量为止。换句话说，隐式
允许已定义的区域与路由器 IP 接口之间直接传递的任何流量，这些流量最初不受区域防火墙策略的控制。
自身区域的此默认行为可确保当初始区域防火墙配置应用于路由器时，维持与路由器管理接口的连接和路由协
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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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流向自身区域的流量进行控制的特定规则。当您配置包含自身区域的 ZBFW 规则时，会立即限制自
身区域与其他已定义区域之间的两个方向上的流量。
表 4 - 自身区域防火墙访问列表参数
协议

状态化检测策略

ISAKMP

是

ICMP

是

DHCP

无

ESP

无

GRE

无

以下配置允许采用 DMVPN 的正确远程站点路由器配置所需的流量。无法检查 ESP 和 DHCP，需要采用单独
的 ACL 和类映射并使用策略中的通过操作对 ESP 和 DHCP 进行配置。应当使用检查操作对 ISAKMP 进行配
置，因此需要使用入站和出站策略的单独的 ACL 和类映射来启动 ISAKMP。

技术提示
建议使用此处显示的带有“any”关键字的更具体 ACL，以增强安全性。

第 1 步：在下列步骤中，定义访问列表。
第 2 步：定义一个 ACL，允许流量从外部区域流向路由器自身。这包括用于入站隧道起始的 ISAKMP。可以检
查此流量，下面的 ACL 中标识了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IN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permit icmp any any ttl-exceeded
permit icmp any any port-unreachable
permit udp any any gt 1023 ttl eq 1
第 3 步：标识 IPsec 隧道起始的流量和其他将从路由器（自身区域）到外部区域的流量。可以检查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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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此处的 ICMP 和域条目用于从路由器发出的 IPSLA 探测。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第 4 步：配置 DHCP ACL 以允许路由器从 ISP 动态获取公共 IP 地址。
需要分别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定义此流量，且无法检查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第 5 步：配置 ESP ACL 以允许路由器建立 DMVPN 的 IPSEC 通信。需要在单独的 ACL 中明确提供入站和出站
方向的 ESP。无法检查 ESP。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IN
permit es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OUT
permit esp any any
第 6 步：配置 GRE ACL 以允许形成 GRE 隧道。只需要明确提供入站方向的 GRE。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RE-IN
permit gre any any

技术提示
由于操作的接口顺序不同，需要在 IOS-XE 平台上允许入站方向的 GRE。IOS ISRG2
平台上不需要这样做。

接下来，您需要为自身区域的往来流量定义类映射。需要为入站和出站发起的流量以及可由路由器检查的流量
定义单独的类映射。
第 7 步：定义与可检查的入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第 8 步：定义与可检查的出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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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步：定义与无法检查的入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第 10 步：定义与无法检查的出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接下来，定义策略映射。创建两个不同的策略，一个用于入站流量，另一个用于出站流量。
第 11 步：定义入站策略映射，该入站映射参照全部两个已定义相应类的检查、通过和丢弃操作的出站类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IN-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IN-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第 12 步：定义出站策略映射，该出站映射参照全部两个已定义相应类的检查、通过和丢弃操作的出站类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OUT-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OUT-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技术提示
对于自身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往来流量，不允许进行第 7 层应用的检测。思科 IOS 防火墙仅
支持从路由器自身发出或到路由器自身停止的 TCP、UDP 和 H.323 流量的检查。
无法检查 DHCP 和 ESP 等流量，这些流量必须在关联策略映射中配置为通过。

接下来，您需要定义区域对并向其应用策略映射。
第 13 步：定义从外部流向路由器自身区域的流量的区域对，并关联上一步中定义的入站策略映射。
zone-pair security TO-ROUTER source OUTSIDE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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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步：定义从路由器自身区域流向外部的流量的区域对，并关联上一步中定义的出站策略映射。
zone-pair security FROM-ROUTER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程序 3

启用并验证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第 1 步：将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分配给外部安全区域。所有其他接口分配给默认区域，不需要进行定义。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zone-member security OUTSIDE

技术提示
默认情况下，允许流量在属于同一区域成员的接口之间流动，而默认“deny-all”策略则
应用于在区域之间移动的流量。
此设计使用所有内部接口的默认区域；流量可以在默认区域中的所有接口之间传输。
未定义为安全区域一部分的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所有未
定义接口 DMVPN 隧道、传输子接口和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和 SRE 接口）成为默
认区域的一部分。
环回接口是“自身”区域的成员，不分配给已定义的安全区域或默认区域。

第 2 步：验证区域防火墙的接口分配，并确保远程站点配置的所有必需接口已分配给相应的区域。
RS34-4451X-1#show zone security
zone self
Description: System defined zone
zone default
Description: System level zone.Interface without zone membership is in
this zone automatically
zone OUTSIDE
Member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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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通过查看每个已配置的策略和类的字节计数，验证防火墙操作。
RS32-4451X-2#show policy-map type inspect zone-pair sessions
Zone-pair: FROM-ROUTER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OUT-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50 packets, 13824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8 packets, 2680 bytes
Pass
8 packets, 2680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IN_OUT
Service-policy inspect :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map: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any)
Match: protocol ft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tc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ud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icmp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TO-ROUTER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IN-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52 packets, 1404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8 packets, 273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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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0 packets, 0 bytes
Pass
1697 packets, 332091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第 4 步：将以下命令添加到路由器配置以确定思科 IOS-XE 区域防火墙丢弃的流量。
parameter-map type inspect global
log dropped-packets

技术提示
在 IOS 中，当配置命令 ip inspect drop-pkt 时，以下内容自动添加到路由器
配置中：

parameter-map type inspect global
log dropped-packets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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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ing Additional Router Security
1. 禁用 IP ICMP 重新定向
2. 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流程

3. 禁用代理 ARP
4. 禁用未使用的路由器服务
5. 禁用 CDP 和 LLDP
6. 启用 TCP 会话的 keepalives
7. 配置内部网络浮动静态路由
8. 启用互联网接口

除了配置任务之前已采取的安全措施外，本节还介绍了保护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的最佳实践建议。禁用网络
设备的未使用的服务和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开的信息量，从而提高整体安全状态。这种做法还最大程
度地降低了路由器处理不需要的数据包所需的 CPU 和内存负载。
图 81 - 附加路由器安全
攻击
互联网
DMVPN

1305

安全远程站点

技术提示
这些仅是常规安全指南。您可以根据逐个案例的情况采取额外的措施来保护远程站
点路由器的安全。请小心确保禁用某些功能不会影响网络的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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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禁用 IP ICMP 重新定向

路由器使用 ICMP 重新定向消息来通知有更好的路由可用于给定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路由器会转发数据包并
将 ICMP 重新定向消息返回发送方，以推荐目标的备用和首选路由。在许多实施中，允许此行为不会有任何优势。
攻击者可以生成流量，强制路由器响应 ICMP 重新定向消息，对 CPU 和路由器的性能造成负面影响。您可以通
过禁用 ICMP 重定向消息防止此行为。
第 1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的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ICMP 重新定向消息。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ip redirects

程序 2

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当在路由器接口上过滤时，路由器将 ICMP 不可达消息发送回被阻止流量的源。生成这些消息可能会增加路由
器上的 CPU 使用率。默认情况下，思科 IOS ICMP 不可达消息限制为每 500 毫秒一条。可以针对每个端口禁
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第 1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的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ICMP 不可达消息。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ip unreachables

程序 3

禁用代理 ARP

代理 ARP 允许路由器响应除自身之外的主机的 ARP 请求。无需配置路由或默认网关，代理 ARP 可以帮助
子网中的机器到达远程子网。使用代理 ARP 的缺点：
• 攻击者可以通过发送大量 ARP 请求来影响可用内存。
• 路由器还易受到中间人攻击，网络中的主机可用于骗取路由器的 MAC 地址，导致毫不知情的主机向
攻击者发送流量。
通过使用 interface 配置命令，可以禁用代理 ARP。
第 1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的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代理 AR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ip proxy-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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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4

禁用未使用的路由器服务

作为安全最佳实践，应当禁用可用于启动 DoS 和其他攻击的不必要服务。在当前思科 IOS 版本中，默认情况下
禁用许多造成安全威胁的未使用的服务。
第 1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的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MO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mop enabled
第 2 步：在路由器上全局禁用 PAD 服务。
no service pad
第 3 步：防止路由器尝试通过 TFTP 在路由器上全局查找配置文件。
no service config

程序 5

禁用 CDP 和 LLDP

攻击者可以将 CDP 和 LLDP 用于侦察和网络映射。CDP 是用于发现其他已启用 CDP 的设备的网络协议。
CDP 经常由 NMS 用来排除网络问题。LLDP 是在 802.1AB 中定义的 IEEE 协议，与 CDP 非常相似。您应当
在连接到不可信网络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CDP 和 LLDP。
第 1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的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CD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cdp enable
第 2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的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上禁用 LLD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lldp transmit
no lldp receive

程序 6

启用 TCP 会话的 keepalives

此配置在路由器的入站连接和路由器的出站连接上启用 TCP keepalives。这样可以确保连接的远程端处的设备
仍可访问，并从路由器中删除半开或分离的连接。
第 1 步：在路由器上全局启用入站和出站连接的 TCP keepalives 服务。配置命令启用设备
service tcp-keepalives-in
service tcp-keepalives-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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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7

配置内部网络浮动静态路由

当通向中心网站的 DMVPN 隧道出现故障时，您希望确保流向内部网络的流量不沿着本地互联网的默认路由。
最好关闭出现故障的网络，避免可能的安全隐患和不需要的路由行为。
将浮动静态路由配置为 null 0（AD 配置为 254），可确保所有内部子网在隧道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路由到 null 0。
第 1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上配置内部网络子网的静态路由。
ip route 10.0.0.0 255.0.0.0 null0 254

技术提示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汇总用于您的具体网络环境，为内部网络范围配置适当数量的
null 0 路由。

程序 8

启用互联网接口

既然安全配置已完成，您可以启用面向互联网的接口。
第 1 步：在全部两个路由器上启用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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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1.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确保您的 ISP 连接问题不会导致黑洞路由情况。如果当宽带服务或本地设备出现连接问题
时未从远程站点路由器删除 DHCP 地址和路由，则可能存在故障情况。也可能出现您要重新路由到另一个互联
网服务的本地 ISP 连接中无法访问某些服务的情况。
如果需要中心互联网回退，请在辅助路由器上配置下列一个或多个选项。

程序 1

配置 ISP 黑洞路由检测

选项 1：DMVPN 隧道状态跟踪
在此解决方案中，DMVPN 隧道状态用于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在此示例中，隧道
接口的“down”状态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作。如果隧道状态为“up”，路由仍将保留。

技术提示
使用此方法时，中心站点的故障或维护可能导致故障切换事件，即由于隧道状态更
改删除了路由，而本地互联网连接在远程站点将保持有效。

VP
N

隧

道

图 82 - 采用 EEM 的 IWAN 隧道跟踪

1297

隧道状态

第 1 步：确保在主路由器上为 DMVPN 隧道接口配置了状态跟踪。
interface Tunnel20
if-state nh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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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在主路由器上为 IPSLA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80 interface Tunnel20 line-protocol
第 3 步：在主路由器上配置 EEM 脚本，以在隧道线路协议转换为“down”状态时删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第 4 步：在主路由器上配置 EEM 脚本，以在隧道线路协议转换为“up”状态时还原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选项 2：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
在此解决方案中，使用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在此示例中，
DNS 探测功能故障切换到两个或更多根 DNS 服务器会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作。如果任何 DNS 探测
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则保留路由。

IP SLA DNS
探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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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 具有 DNS 探测功能的 IP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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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若要基于 DNS 的 IPSLA 探测功能正常工作，您需要确保在从自身区域到外部区域的
ZBFW 出站 ACL 中允许 DNS 或“域”。
示例：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第 1 步：在主路由器上，配置 VRF 感知 IPSLA DNS 探测功能。
ip sla 118
dns d.root-servers.net name-server 199.7.91.13
vrf IWAN-TRANSPORT-3
threshold 1000
timeout 3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8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ip sla 119
dns b.root-servers.net name-server 192.228.79.201
vrf IWAN-TRANSPORT-3
threshold 1000
timeout 3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9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技术提示
当配置 DNS 探测功能时，应指定 DNS 服务器自身的主机名。这会要求 DNS 服务
器自身解析，允许使用根 DNS 服务器。

第 2 步：在主路由器上，为 IPSLA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73 ip sla 118 reachability
track 74 ip sla 119 reachability
!
track 100 list boolean or
object 73
object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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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在主路由器上，配置 EEM 脚本以在 DNS 探测功能出现故障时删除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10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第 4 步：在主路由器上，配置 EEM 脚本以在 DNS 探测功能处于活动时还原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10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选项 3：IPSLA ICMP 探测功能
在此解决方案中，使用 IPSLA ICMP 探测功能监控作为本地互联网流量主路径的 ISP 连接的状态。在此示例中，
ICMP 探测功能故障切换到两个不同的 IP 主机会触发通过 EEM 脚本删除默认路由的操作。如果任一 DNS 探测
功能处于活动状态，则保留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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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 具有 ICMP 探测功能探测功能的 IPSLA

部署直接互联网接入

2015 年 3 月

138

第 1 步：在主路由器上，配置 VRF 感知 IPSLA ICMP 探测功能。
ip sla 110
icmp-echo 172.18.1.253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vrf IWAN-TRANSPORT-3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0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ip sla 111
icmp-echo 172.18.1.254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vrf IWAN-TRANSPORT-3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1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第 2 步：在主路由器上，为 IPSLA ICMP 探测功能配置跟踪参数和逻辑。
track 60 ip sla 110 reachability
track 61 ip sla 111 reachability
track 62 list boolean or
object 60
object 61
第 3 步：在主路由器上，配置 EEM 脚本以在 ICMP 探测功能关闭时删除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62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第 4 步：在主路由器上，配置 EEM 脚本以在 ICMP 探测功能处于活动时还原本地默认路由。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62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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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远程站点访客无线接入
使用 IWAN 部署 DIA 的一个主要使用案例是能够使用本地路由的互联网流量在远程站点位置部署安全访
客接入。
IWAN 访客接入集成到远程站点具有下列优势和功能：
• 访客用户 DIA，减少广域网的使用
• 与使用 ISE 和无线控制器的现有访客服务集成。
• 模块化和可扩展的访客网络
• 访客流量与内部员工的流量和资源安全隔离。
本部分介绍 IWAN 客户所需的访客网络的两个主要部署模式。

使用访客本地互联网接入部署员工中心互联网
本指南的初始部分介绍内部员工 DIA。本部分描述如何将访客添加到这些配置中。
图 85 - 使用访客 DIA 部署的员工中心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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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员工和访客本地互联网接入
使用 IWAN 基础 CVD 配置，远程站点员工流量可以将中心互联网用于每个 IWAN 设计模式。本部分描述
如何将访客 DIA 添加到基础 IWAN 设计中。
图 86 - 员工和访客 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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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示
本指南不介绍如何使用中心互联网接入在远程站点部署访客接入。

使用 IWAN 部署无线访客接入 DIA 由两项主要任务组成：
• 配置每个设计的基础路由和安全组件。
• 配置无线网络以支持远程站点访客接入。

部署远程站点访客无线接入

2015 年 3 月

141

IWAN 访客接入路由
这些配置将启用访客 DIA，并保护通过广域网向内部隔离区 (DMZ) 安全资源进行访客身份验证的安全。这些
配置是所有访客接入使用案例的基础，您可以在所有 IWAN 远程站点设计中进行配置。本指南中显示的示例假
设有一个已配置员工 DIA 的单路由器混合远程站点。

技术提示
以下配置不为访客流量提供高可用性。当 ISP 出现故障或主要身份验证链路发生故障时，
将禁用访客接入。尽管可能实现访客用户的高可用性，但它并不属于本指南所示的配置。

流程

配置访客基本网络连接
1. 配置接入层或分布层交换机
2. 配置访客网络连接的路由器
3. 配置路由器上访客用户的访客网络 DHCP

此流程将帮助您配置远程站点位置处路由器和接入或分布式交换机以及无线网络设备之间的基本网络连接。
此流程还介绍如何使用 IOS-XE 创建访客分段以及访客客户端 DHCP 和 DNS 配置的访客站点 VRF。
图 87 - IWAN 访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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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ᄪ WLAN

程序 1

程序 1

配置接入层或分布层交换机

第 1 步：配置访客 VLAN 的远程站点交换机，并支持此 VLAN 中继到广域网路由器。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48
description RS31-4451X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64,65,69,70,80
add 80 to the trunk
第 2 步：创建访客的 VLAN
vlan 80
name IWAN-Guest
第 3 步：配置远程站点接入点的交换机端口并启用访客 VLA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7
description FlexConnect AP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99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64,65,70,80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nonegotiate
switchport port-security maximum 255
srr-queue bandwidth share 1 30 35 5
priority-queue out
mls qos trust dscp
macro description EgressQoS
spanning-tree portfast trunk

程序 1
程序 1

程序 2

配置访客网络连接的路由器

要隔离访客网络流量，您可以使用单独的 VRF 将访客用户与内部员工分离。
图 88 - IWAN 访客 V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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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在路由器上，定义访客 VRF。
vrf definition IWAN-GUEST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第 2 步：定义访客 VLAN 的访客子接口并将其放入访客 VRF。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80
description GUEST-NET
encapsulation dot1Q 80
vrf forwarding IWAN-GUEST
ip address 192.168.192.1 255.255.255.0
第 3 步：（可选）定义用于测试的访客环回接口并将其放入访客 VRF。
interface Loopback192
description GUEST-NET LOOPBACK
vrf forwarding IWAN-GUEST
ip address 192.168.255.13 255.255.255.255

程序 1

配置路由器上访客用户的访客网络 DHCP

程序 3
（可选）

访客用户可以从安全访客 VRF 中的路由器获取 IP 配置信息。这样就无需针对此功能使用本地控制器或允许通过
广域网执行此操作。此配置为访客客户端提供 IP 地址和公共 DNS 地址，因此所有 DNS 解析使用 DIA 路径。
图 89 - IWAN 访客 DHCP 和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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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在路由器上，为访客客户端定义 VRF 感知 DHCP。这应当使用公共 DNS 而非内部 / 中心 DNS 服务器。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vrf IWAN-GUEST 192.168.192.1 192.168.192.19
!
ip dhcp pool IWAN-GUEST
vrf IWAN-GUEST
network 192.168.192.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92.168.192.1
dns-server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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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配置访客身份验证和 DIA 路由
1. 配置访客身份验证流量渗透
2. 配置访客流量的本地互联网路由

在此流程中，您需要配置向中心站点基于 DMZ 的 ISE 进行的安全访客身份验证和所需的安全服务。访客用户在
访客 VRF 中被隔离，默认情况下无法访问内部广域网。这些程序安全地仅允许访客身份验证流量传输到已定义
的内部资源。所有其他访客流量直接路由到远程站点位置的互联网。
对所有 IWAN 访客设计执行这些程序。

程序 1

配置访客身份验证流量渗透

此处，您允许受限的访客身份验证流量在访客 VRF 和全局路由表之间进行路由。
图 90 - 访客身份验证路由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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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配置 VRF 以进行身份验证的全局流量渗透（ISE、AUP）。定义通过基于 MPLS 的 DMVPN 隧道接口
指向 ISE 服务器等的主机路由。
ip route vrf IWAN-GUEST 192.168.144.0 255.255.255.0 Tunnel10 10.6.34.1
global

技术提示
访客客户端只能在主隧道正常工作时访问身份验证服务。在此配置中，没有到辅助隧道
的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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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配置全局到 VRF 路由，以便身份验证流量从全局返回。
ip route 192.168.192.0 255.255.255.0 GigabitEthernet0/0/2.80
ip route 192.168.255.13 255.255.255.255 Loopback192

第 3 步：验证访客主机可以获取 DHCP 地址，并且能够访问访客默认网关和环回地址。

技术提示
客户端将无法访问内部身份验证服务，直到 NAT 配置正确为止。

程序 2

配置访客流量的本地互联网路由

为了使访客 DIA 正常工作，必须添加将访客 VRF 中的静态默认路由添加到 IWAN 路由器。这会将访客流量直
接定向到 DMVPN 隧道以外的外部传输 VRF 和远程站点位置的本地互联网。
第 1 步：在访客 VRF 中配置出站默认路由。
ip route vrf IWAN-GUEST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技术提示
客户端将无法访问互联网，直到 VRF 感知 NAT 配置正确为止。此 NAT 流程与全球
表中配置的员工 DIA NAT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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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配置 DIA 的访客 NAT
1. 配置访客身份验证服务的 VRF 感知 NAT
2. 配置 DIA 的访客 NAT
3. 验证访客 NAT

为了使访客流量正常流动，需要为流向中心 DMZ 的身份验证流量和直接互联网流量配置基于 VRF 感知策略的
NAT。
对所有访客 DIA 部署执行这些程序。

程序 1

配置访客身份验证服务的 VRF 感知 NAT

程序 1

您必须将 NAT 配置为允许转换，以便访客流量流向中心站点 DMZ 网络中的身份验证服务。在此设计中，从中
心站点到远程站点访客子网没有路由连通性。NAT 用于允许所有站点使用相同的访客子网，以及取消从内部路
由的不必要的访客流量。
图 91 - 访客身份验证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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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定义用于身份验证流量匹配的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AUTH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192.168.144.0 0.0.0.255

技术提示
此示例指定离开访客 VLAN 并进入 ISE 服务器驻留的中心站点的 DMZ 子网的访客流
量。为了增强安全性，建议此 NAT ACL 尽可能具有限制性，以便路由只发生在中心
DMZ 服务和远程站点访客客户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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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配置策略 NAT 路由映射并参照匹配访客流量的 ACL。
route-map GUEST-NAT-AUTH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GUEST-AUTH
match interface Tunne1 10

第 3 步：配置参照路由映射的 VRF 感知 NAT 语句。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GUEST-NAT-AUTH interface Tunnel10 vrf IWANGUEST overload
第 4 步：将 NAT 策略应用于访客子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80
description GUEST-NET
ip nat inside

第 5 步：将 NAT 出站策略应用于基于 MPLS 的 DMVPN 隧道接口上的身份验证服务流量。
interface tunnel 10
ip nat outside

配置 DIA 的访客 NAT

程序 2

将 NAT 配置为允许转换，以便访客流量在本地访问互联网。
图 92 - DIA 的访客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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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定义 ACL 以匹配流向互联网的访客流量，排除流向内部网络的身份验证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NET
deny ip 192.168.192.0 0.0.0.255 192.168.144.0 0.0.0.255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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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配置策略 NAT 路由映射并参照匹配访客 DIA 流量的 ACL。
route-map GUEST-NAT-INET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GUEST-INET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0/1

第 3 步：配置参照路由映射的 VRF 感知 NAT 语句。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GUEST-NAT-AUT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vrf IWAN-GUEST overload
第 4 步：将面向互联网的物理接口上的 NAT 应用于访客互联网接入。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0/1
ip nat outside

验证访客 NAT

程序 3

第 1 步：验证访客接口的 NAT 配置。
RS31-4451X#show ip nat statistics
Total active translations: 33 (0 static, 33 dynamic; 33 extended)
Outside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1, Tunnel10
Inside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2.64, GigabitEthernet0/0/2.80
Hits: 120911 Misses: 471
Expired translations: 438
Dynamic mappings:
-- Inside Source
[Id: 1] route-map NA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refcount 0
[Id: 2] route-map GUEST-NAT-AUTH interface Tunnel10 refcount 0
[Id: 3] route-map GUEST-NAT-INE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refcount 33
nat-limit statistics:
max entry: max allowed 0, used 0, missed 0
In-to-out drops: 0 Out-to-in drops: 0
Pool stats drop: 0 Mapping stats drop: 0
Port block alloc fail: 0
IP alias add fail: 0
Limit entry add fail: 0
第 2 步：验证访客 VRF 感知 NAT 转换。
RS31-4451X#show ip nat translations vrf IWAN-GUEST
ProInside global

Inside local

Outside local

Outside global

tcp 172.18.98.205:2223 192.168.192.21:49569 93.184.215.200:443 93.184.215.200:443
tcp 172.18.98.205:2202 192.168.192.21:49548 66.235.132.161:80

66.235.132.161:80

tcp 172.18.98.205:2181 192.168.192.21:49527 23.203.236.179:80

23.203.236.179:80

tcp 172.18.98.205:2178 192.168.192.21:49512 74.125.224.1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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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访客 DIA 选项配置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本部分帮助您为访客 DIA 配置基于区域的防火墙。此流程假设已在单路由器混合 IWAN 配置中配置员工 DIA
的基于区域的防火墙。这些增加的配置除了为流向中心站点 DMZ 的访客身份验证流量提供额外的安全性之外，
还允许访客 DIA。
图 93 - 访客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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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访客 DIA，选项 1：员工中心互联网
流程

1. 配置基本的思科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参数
2. 限制流向路由器的流量
3. 为访客用户配置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4. 配置访客自身区域安全策略
5. 验证访客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此流程描述如何使用员工中心接入来配置访客 DIA。若要使用员工 DIA 来配置访客 DIA，请跳到“配置访客
DIA，选项 2：员工 DIA”流程。
此流程假设您尚未按照本指南所示部署员工 DIA 配置。在此设计中，只有远程站点位置处的访客流量直接接
入互联网。员工流量遵循全局默认路由流向互联网接入的中心站点位置。
这些配置允许您按照《智能广域网技术设计指南》所述，将具有 DIA 的访客网络添加到现有 IWAN 单路由器混
合远程站点。

配置基本的思科 IOS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参数

程序 1

第 1 步：从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删除入站 ACL，关闭接口后再继续操作。这可以防止在配置 ZBFW 时出
现未经授权的流量。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shutdown
no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INET-PUBLIC
第 2 步：定义安全区域。区域 是一组具有类似功能或安全要求的命名接口。此示例定义两个已标识的基本安全
区域的名称。为了简便，您可以使用内部接口的“默认”安全区域。一旦定义了默认区域，未明确配置为安全
区域成员的所有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安全区域的一部分。
zone security default
zone security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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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此设计将“默认”区域用于所有内部接口。流量可以在默认区域中的所有接口之间传输。
未定义为安全区域一部分的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所有
未定义接口 DMVPN 隧道、传输子接口和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和 SRE 接口）
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
请注意，从已定义的安全区域中删除的任何接口将自动置于默认区域中。在此配置中，
该接口被视为“内部”区域，具有内部路由域的访问权。

程序 2

限制流向路由器的流量

思科 IOS 软件通过将自身固定名称作为单独的安全区域来定义路由器。自身区域是默认 deny-all 策略的例外。
允许任何接口上的流向或流出路由器自身的所有流量（本地流量），直到明确拒绝流量为止。换句话说，隐式
允许已定义的区域与路由器 IP 接口之间直接传递的任何流量，这些流量最初不受区域防火墙策略的控制。
自身区域的此默认行为可确保当初始区域防火墙配置应用于路由器时，维持与路由器管理接口的连接和路由协
议的功能。
需要对流向自身区域的流量进行控制的特定规则。当您配置包含自身区域的 ZBFW 规则时，会立即限制自身区
域与其他已定义区域之间的两个方向上的流量。
表 5 - 自身区域防火墙访问列表参数
协议

状态化检测策略

ISAKMP

是

ICMP

是

DHCP

无

ESP

无

GRE

无

以下配置允许采用 DMVPN 的正确远程站点路由器配置所需的流量。无法检查 ESP 和 DHCP，需要采用单独
的 ACL 和类映射并使用策略中的通过操作对 ESP 和 DHCP 进行配置。应当使用检查操作对 ISAKMP 进行配
置，因此需要使用入站和出站策略的单独的 ACL 和类映射来启动 ISAKMP。

技术提示
建议使用此处显示的带有“any”关键字的更具体 ACL，以增强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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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在下列步骤中，定义访问列表。
第 2 步：定义一个 ACL，允许流量从外部区域流向路由器自身。这包括用于入站隧道起始的 ISAKMP。可以检查
此流量，下面的 ACL 中标识了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IN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permit icmp any any ttl-exceeded
permit icmp any any port-unreachable
permit udp any any gt 1023 ttl eq 1
第 3 步：标识 IPsec 隧道起始的流量和其他将从路由器（自身区域）到外部区域的流量。可以检查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技术提示
此处的 ICMP 和域条目用于从路由器发出的 IPSLA 探测。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第 4 步：配置 DHCP ACL 以允许路由器从 ISP 动态获取公共 IP 地址。需要分别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定义此流量，
且无法检查此流量。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第 5 步：配置 ESP ACL 以允许路由器建立 DMVPN 的 IPSEC 通信。需要在单独的 ACL 中明确提供入站和出站方
向的 ESP。无法检查 ESP。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IN
permit es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OUT
permit esp any any
第 6 步：配置 GRE ACL 以允许形成 GRE 隧道。只需要明确提供入站方向的 GRE。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RE-IN
permit gre any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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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由于操作的接口顺序不同，需要在 IOS-XE 平台上允许入站方向的 GRE。IOS ISRG2 平
台上不需要这样做。

接下来，您需要为自身区域的往来流量定义类映射。需要为入站和出站发起的流量以及可由路由器检查的流量定义
单独的类映射。
第 7 步：定义与可检查的入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第 8 步：定义与可检查的出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第 9 步：定义与无法检查的入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第 10 步：定义与无法检查的出站流量匹配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接下来，定义策略映射。创建两个不同的策略，一个用于入站流量，另一个用于出站流量。
第 11 步：定义入站策略映射，该入站映射参照全部两个已定义相应类的检查、通过和丢弃操作的出站类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IN-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IN-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第 12 步：定义出站策略映射，该出站映射参照全部两个已定义相应类的检查、通过和丢弃操作的出站类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OUT-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OUT-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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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对于自身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往来流量，不允许进行第 7 层应用的检测。思科 IOS 防火墙
仅支持从路由器自身发出或到路由器自身停止的 TCP、UDP 和 H.323 流量的检查。
无法检查 DHCP 和 ESP 等流量，这些流量必须在关联策略映射中配置为通过。

定义区域对并向其应用策略映射。
第 13 步：定义从外部流向路由器自身区域的流量的区域对，并关联上一步中定义的入站策略映射。
zone-pair security TO-ROUTER source OUTSIDE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第 14 步：定义从路由器自身区域流向外部的流量的区域对，并关联上一步中定义的出站策略映射。
zone-pair security FROM-ROUTER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程序 3

为访客用户配置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为访客 DIA 配置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第 1 步：为流向中心站点 DMZ 以进行身份验证的访客流量创建 ACL。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N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192.168.144.0 0.0.0.255

技术提示
除了限制性路由渗透和 NAT 策略之外，此 ACL 可以进一步限制允许哪些流量访问中
心 DMZ 网络。最佳实践是将其限制为所需的主机和协议。为了简便，此处使用的示
例没有限制性。

第 2 步：为匹配访客 VLAN 源并流向互联网的访客互联网流量创建 ACL。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OUT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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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定义参照内部身份验证和互联网流量的 ACL 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TO-IN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tc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N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dns
match protocol http
match protocol http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OUT

第 4 步：定义参照身份验证和互联网策略的类映射的策略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第 5 步：定义访客网络安全区域。

zone security GUEST

第 6 步：配置区域对，并应用策略。

zone-pair security GUEST-IN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default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GUEST-OUT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POLICY

第 7 步：将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应用于路由器访客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80
description GUEST-NET
zone-member security GUEST

第 8 步：将面向互联网的路由器接口分配给外部安全区域。所有其他接口分配给默认区域，不需要进行定义。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zone-member security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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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默认情况下，允许流量在作为同一区域成员的接口之间流动。默认“deny-all”策略应用
于在区域之间移动的流量。
在此案例中，您将“默认”区域用于所有内部接口。流量可以在默认区域中的所有接口
之间传输。
对于此配置，不存在允许默认区域流量访问外部区域的策略。
未定义为安全区域一部分的接口会自动成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在此配置中，所有
未定义接口 DMVPN 隧道、传输子接口和服务接口（例如思科 UCS-E 和 SRE 接口）成
为默认区域的一部分。

程序

程序 4

配置访客自身区域安全策略

在一切正常工作后，添加一个访客自身区域策略，以保护路由器免受来自本地访客网络的不需要的流量侵扰。
此策略包括附加 ACL、类映射、策略映射和区域对定义。此示例只允许 ICMP 和 DHCP。ICMP 允许访客用户
验证默认网关接入，并允许管理员验证路由器自身的连通性。
第 1 步：配置 ACL 以允许 DHCP 和 ICMP 从访客网络入站到路由器自身。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CMP-IN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第 2 步：配置 ACL 以允许 DHCP 和 ICMP 从路由器自身出站到访客网络。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CMP-OUT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第 3 步：配置参照入站 ACL 的附加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RTR-DHC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IN
!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RTR-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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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配置参照出站 ACL 的附加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RTR-GUEST-DHC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OUT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RTR-GUEST-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OUT

第 5 步：配置调用入站类映射的策略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IN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RTR-DHCP
pass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RTR-ICMP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第 6 步：配置调用出站类映射的策略映射。这样便完成了策略定义。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OUT
class type inspect RTR-GUEST-DHCP
pass
class type inspect RTR-GUEST-ICMP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第 7 步：通过定义访客区域与路由器自身区域之间的流量的区域对，来应用策略。

zone-pair security GUEST-RTR-IN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IN
zone-pair security RTR-GUEST-OUT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GUEST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OUT

程序 5

验证访客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第 1 步：验证区域防火墙的接口分配，并确保远程站点配置的所有必需接口已分配给相应的区域。
RS31-4451X#show zone security
zone self
Description: System defined zone

zone default
Description: System level zone.Interface without zone membership is
in this zone automatically
zone OUTSIDE
Member Interfaces:
部署远程站点访客无线接入

GigabitEthernet0/0/1

2015 年 3 月

158

zone GUEST

Member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2.80

第 2 步：通过查看每个已配置的策略和类的字节计数，验证防火墙操作。

RS31-4451X#show policy-map type inspect zone-pair sessions
Zone-pair: FROM-ROUTER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OUT-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52 packets, 14336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8 packets, 2680 bytes
Pass
8 packets, 2680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GUEST-IN
Service-policy inspect : GUEST-TO-INSIDE-POLICY
Class-map: GUEST-TO-INSIDE-CLASS (match-any)
Match: protocol tc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ud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icm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N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GUEST-OUT
Service-policy inspect : GUEST-TO-OUTSIDE-POLICY
Class-map: GUEST-TO-OUTSIDE-CLASS (match-any)
Match: protocol dns
39 packets, 3265 bytes
Match: protocol http
93 packets, 5946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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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protocol https
8 packets, 560 bytes
Match: protocol ft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OUT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GUEST-RTR-IN
Service-policy inspect : GUEST-SELF-POLICY-IN
Class-map: GUEST-RTR-DHCP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IN
151 packets, 52258 bytes
Pass
151 packets, 52258 bytes
Class-map: GUEST-RTR-ICMP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IN
1 packets, 118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68 packets, 6528 bytes
Zone-pair: IN_OUT
Service-policy inspect :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map: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any)
Match: protocol ft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tc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ud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icmp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RTR-GUEST-OUT
Service-policy inspect : GUEST-SELF-POLICY-OUT
Class-map: RTR-GUEST-DHCP (match-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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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OUT
4 packets, 1384 bytes
Pass
4 packets, 1384 bytes
Class-map: RTR-GUEST-ICMP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OUT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TO-ROUTER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IN-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52 packets, 1404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8 packets, 2736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0 packets, 0 bytes
Pass
1730 packets, 338526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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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配置访客 DIA，选项 2：员工 DIA
1. 为访客用户配置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2. 配置访客自身区域安全策略
3. 验证访客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此流程描述如何使用员工 DIA 配置访客 DIA。若要使用员工中心接入来配置访客 DIA，请使用上一流程“配置
访客 DIA，选项 1：员工中心互联网”。
此流程假设您已按照本指南的说明配置员工 DIA。这些配置允许您将具有 DIA 的访客网络添加到员工 DIA 配置。

程序 1

为访客用户配置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第 1 步：如果 ACL 是在外部接口上配置的，请将其删除。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0/0/1
no ip access-group ACL-INET-PUBLIC in

第 2 步：为流向中心站点 DMZ 以进行身份验证的访客流量创建 ACL。.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N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192.168.144.0 0.0.0.255

技术提示
除了限制性路由渗透和 NAT 策略之外，此 ACL 可以进一步限制允许哪些流量访问中
心 DMZ 网络。最佳实践是将其限制为所需的主机和协议。为了简便，此处使用的示
例没有限制性。

第 3 步：为匹配访客 VLAN 源并流向互联网的访客互联网流量创建 ACL。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OUT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any

第 4 步：定义参照内部身份验证和互联网流量的 ACL 的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TO-IN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tc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N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dns
match protocol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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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protocol http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OUT
第 5 步：定义参照身份验证和互联网策略的类映射的策略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第 6 步：定义访客网络安全区域。

zone security GUEST

第 7 步：配置区域对，并应用策略。

zone-pair security GUEST-IN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default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GUEST-OUT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POLICY

第 8 步：将基于区域的防火墙应用于路由器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80
description GUEST-NET
zone-member security GUEST

使用 show zone security 命令验证每个接口都位于正确的区域中。
程序

程序 2

配置访客自身区域安全策略

在一切正常工作后，添加一个访客自身区域策略，以保护路由器免受来自本地访客网络的不需要的流量侵扰。
此策略包括附加 ACL、类映射、策略映射和区域对定义。此示例只允许 ICMP 和 DHCP。ICMP 允许访客用户
验证默认网关接入，并允许管理员验证路由器自身的连通性。
第 1 步：配置 ACL 以允许 DHCP 和 ICMP 从访客网络入站到路由器自身。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CMP-IN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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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配置 ACL 以允许 DHCP 和 ICMP 从路由器自身出站到访客网络。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CMP-OUT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第 3 步：配置参照入站 ACL 的附加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RTR-DHC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IN
!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RTR-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IN

第 4 步：配置参照出站 ACL 的附加类映射。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RTR-GUEST-DHC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OUT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RTR-GUEST-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OUT

第 5 步：配置调用入站类映射的策略映射。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IN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RTR-DHCP
pass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RTR-ICMP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第 6 步：配置调用出站类映射的策略映射。这样便完成了策略定义。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OUT
class type inspect RTR-GUEST-DHCP
pass
class type inspect RTR-GUEST-ICMP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第 7 步：通过定义访客区域与路由器自身区域之间的流量的区域对，来应用策略。

zone-pair security GUEST-RTR-IN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IN
zone-pair security RTR-GUEST-OUT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GUEST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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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3

验证访客基于区域的防火墙配置

第 1 步：验证区域防火墙的接口分配，并确保远程站点配置的所有必需接口已分配给相应的区域。
RS31-4451X#show zone security
zone self
Description: System defined zone

zone default
Description: System level zone.Interface without zone membership is
in this zone automatically
zone OUTSIDE
Member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1
zone GUEST
Member Interfaces:
GigabitEthernet0/0/2.80
第 2 步：通过查看每个已配置的策略和类的字节计数，验证防火墙操作。

RS31-4451X#show policy-map type inspect zone-pair sessions
Zone-pair: FROM-ROUTER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OUT-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52 packets, 14336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OUT-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8 packets, 2680 bytes
Pass
8 packets, 2680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GUEST-IN
Service-policy inspect : GUEST-TO-INSIDE-POLICY
Class-map: GUEST-TO-INSIDE-CLASS (match-any)
Match: protocol tc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udp
0 packets, 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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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protocol icm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N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GUEST-OUT
Service-policy inspect : GUEST-TO-OUTSIDE-POLICY
Class-map: GUEST-TO-OUTSIDE-CLASS (match-any)
Match: protocol dns
39 packets, 3265 bytes
Match: protocol http
93 packets, 5946 bytes
Match: protocol https
8 packets, 560 bytes
Match: protocol ft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OUT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GUEST-RTR-IN
Service-policy inspect : GUEST-SELF-POLICY-IN
Class-map: GUEST-RTR-DHCP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IN
151 packets, 52258 bytes
Pass
151 packets, 52258 bytes
Class-map: GUEST-RTR-ICMP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IN
1 packets, 118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68 packets, 6528 bytes
Zone-pair: IN_OUT
Service-policy inspect :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map: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any)
Match: protocol ftp
0 packets, 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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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protocol tc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udp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protocol icmp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RTR-GUEST-OUT
Service-policy inspect : GUEST-SELF-POLICY-OUT
Class-map: RTR-GUEST-DHCP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OUT
4 packets, 1384 bytes
Pass
4 packets, 1384 bytes
Class-map: RTR-GUEST-ICMP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OUT
0 packets, 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Zone-pair: TO-ROUTER
Service-policy inspect : ACL-IN-POLICY
Class-map: INSPECT-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52 packets, 14040 bytes
Inspect
Class-map: PASS-ACL-IN-CLASS (match-any)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0 packets, 0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8 packets, 2736 byte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0 packets, 0 bytes
Pass
1730 packets, 338526 bytes
Class-map: class-default (match-any)
Match: any
Drop
0 packets, 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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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AN 访客无线接入
此处描述的部署假设已按照《园区无线局域网技术设计指南》所述部署了无线基础设施。
此部分中的 IP 地址是示例；您硬蛋使用适用于您的架构的编址。
图 94 - 无线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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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CVD 部署使用基于控制器的无线设计。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WLC) 上的集中配置和控制允许无线局域网
(WLAN) 充当智能信息网络并支持高级服务。此集中部署通过紧缩大量托管终端简化了运营管理。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支持两种主要园区设计模式：本地模式和 Cisco Flex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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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模式设计模式中，无线局域网控制器和接入点共置在一起。无线局域网控制器可以按照《园区无线局域
网技术设计指南》所述连接到数据中心服务块，或者可以连接到位于该站点的局域网分布层。无线局域网客户
端和局域网之间的无线流量将使用控制器与接入点之间的无线接入点控制和调配 (CAPWAP) 协议进行传输。
本地模式架构使用控制器作为管理第 2 层安全和无线网络策略的单一点。它还支持以统一和协调的方式将服务
应用于有线和无线流量。此控制器可以是像思科 2500 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一样的独立控制器，它也可以像
Cisco Catalyst 3850 系列交换机一样嵌入到接入交换机中。
Cisco FlexConnect 是适用于远程站点部署的无线解决方案。它可让组织从总部通过广域网来配置和控制远程
站点接入点，而无需在每个远程站点都部署控制器。
如果某一站点满足以下所有特点，则在该站点部署 Cisco FlexConnect 站点：
• 站点局域网是单个接入层交换机或交换机堆栈。
• 站点的接入点少于 50 个。
• 该站点往返共享控制器的广域网延迟少于 100 毫秒。
Cisco FlexConnect 接入点可使客户端数据流量脱离本地有线接口，并可使用 802.1Q 中继将多个 WLAN 分段。
中继的本地 VLAN 用于接入点和控制器之间的所有 CAPWAP 通信。此操作模式称为 FlexConnect 本地交换 ，
也是本指南中介绍的操作模式。
另一种操作模式称为集中交换的 FlexConnect，本指南不予讨论。在此模式下，大多数流量传回至位于中心的
WLC，允许管理员配置访问控制列表 (ACL) 以选择性地交换一些本地流量。
本指南中描述了两种部署访客门户的方法。第一种是本地网络身份验证 (LWA)。WLC 使用 LWA 提供访客门户，
访客在尝试使用浏览器时重新定向到此门户以进行身份验证。对于 LWA，支持访客用户的每个控制器需要配置
门户。
第二种方法是集中 Web 身份验证 (CWA)。对于 CWA，访客门户由在集中位置部署的思科 ISE 提供，且供多
个控制器使用。
下面是一些已经过测试的在远程站点部署访客无线接入的方法：
• 具有可接受的使用政策且无需身份验证的访客接入
• 将 LWA 用于本地数据库中定义的访客用户的访客接入
• 将 LWA 用于集中身份验证服务器中定义的访客用户的访客接入
• 将 CWA 用于在中心站点的数据中心部署的 ISE 服务器的访客接入
• 将 CWA 用于在中心站点的 DMZ 部署的 ISE 服务器的访客接入
在本指南中，记录的部署是使用本地数据库的 LWA 和在 DMZ 中使用 ISE 的 C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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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ireOS 和 FlexConnect 部署访客无线接入

流程

此部分描述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部署访客无线接入：在中心位置部署无线局域网控制器，使用 FlexConnect
和本地交换连接每个远程站点的接入点。

在远程站点配置访客 VLAN
1. 在远程站点配置接入交换机

您需要在远程站点配置有线基础设施以支持无线用户将使用的访客 VLAN。

程序 1

在远程站点配置接入交换机

第 1 步：访问部署在远程站点的思科交换机的命令行界面 (CLI) 并配置访客 VLAN。
vlan 80
name IWAN-Guest

第 2 步：配置连接接入点的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7
description FlexConnect AP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64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64,65,70,80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nonegotiate
spanning-tree portfast trunk

第 3 步：将访客 VLAN 添加到从交换机到路由器的中继接口。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48
description Trunk to Remote Site Router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80

第 4 步：为 DAI 和 DHCP 监听配置访客 VLAN。
ip arp inspection vlan 80
ip dhcp snooping vlan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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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 FlexConnect 运行 AireOS 的 WLC 上配置本地网络
身份验证
流程

1. 配置访客登录页面
2. 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
3. 配置访客用户的 SSID
4. 将 SSID 添加到 FlexConnect 组
5. 创建访客用户
6. 配置访客锚点控制器
远程站点接入点由主园区中的 WLC 管理，访客门户在此集中控制器上进行配置。

程序 1

配置访客登录页面

第 1 步：打开网络浏览器并访问集中式 WLC（示例：https://10.4.59.68)。
第 2 步：使用拥有管理权限的凭证登录。
第 3 步：导航至安全 > 网络身份验证 > 网络登录页面。
第 4 步：在网络身份验证类型框中，选择内部 ( 默认 )。
第 5 步：使用符合贵组织策略或需求的值填写其余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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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2

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

第 1 步：导航至 WLAN，在列表中，选择新建。
第 2 步：点击执行。
第 3 步：在类型列表中，选择 WLAN。
第 4 步：命名配置文件。（示例：IWAN-Guest-RS13)
第 5 步：在 SSID 框中，输入要为无线访客用户公布的 SSID。（示例：IWAN-Guest-RS13)
第 6 步：在 ID 列表中，选择此 WLAN 的 ID。
第 7 步：点击应用。

程序

程序 3

配置访客用户的 SSID

在创建 SSID 后，您现在可以配置 SSID 的选项。
第 1 步：在“常规”选项卡上的状态旁，选中已启用。
第 2 步：在接口 / 接口组 (G) 列表中，选择控制器的管理接口。（示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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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接受其余字段的默认值。

第 4 步：点击安全选项卡。
第 5 步：在“第 2 层”选项卡中，在第 2 层安全列表中，选择无。

第 6 步：在“第 3 层”选项卡中，在第 3 层安全列表中，选择网络策略。将显示一条有关 DNS 流量和预身份
验证 ACL 的消息。
第 7 步：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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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步：选择身份验证。

第 9 步：点击高级选项卡。
第 10 步：在允许 AAA 覆盖旁，选择已启用。
第 11 步：在 DHCP 服务器旁，选择覆盖，然后输入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示例：192.168.192.1）。
第 12 步：在“DHCP 地址 分配”旁，选中必需。

第 13 步：向下滚动，在 FlexConnect 部分中的“FlexConnect 本地交换”旁，选中已启用。

第 14 步：点击应用。将显示一条有关 mDNS 监听的消息。

部署远程站点访客无线接入

2015 年 3 月

174

第 15 步：点击确定。
第 16 步：如果您在部署中使用 AP 组，则需要将新的 SSID 添加到相应的 AP 组。浏览至 WLAN > 高级 > AP 组，
选择您想要添加 SSID 的 AP 组（示例：RS13）。
第 17 步：选择 WLAN 选项卡，然后点击添加新的。
第 18 步：选择在程序 2“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中创建的 SSID，然后点击添加。

程序 4

将 SSID 添加到 FlexConnect 组

由于这是 FlexConnect 部署，您现在需要将 SSID 添加到 FlexConnect 组。
第 1 步：导航至无线 > FlexConnect 组，然后点击将 SSID 添加到的 FlexConnect 组（示例：RemoteSite-13）。
第 2 步：在“WLAN VLAN 映射”选项卡上，输入在程序 2 中创建的 SSID 的 WLAN ID（示例：8）和 VLAN
ID（示例：80）。

第 3 步：点击添加。
第 4 步：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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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5

创建访客用户

您在将用于访客接入的 WLC 上创建存储在内部数据库中的用户。
第 1 步：导航至安全 > AAA > 本地网络用户，然后点击新建。
第 2 步：在用户名框中，输入访客用户的用户名（示例：iwan-guest）。
第 3 步：输入密码并进行确认。
第 4 步：选择访客用户。
第 5 步：在生存期框中，输入访客用户将处于活动状态的时间长度数字（以秒为单位）。
第 6 步：在 WLAN 配置文件列表中，选择在程序 2 中创建的配置文件。点击确定确认有关网络策略的对
话框。

技术提示
如果将对多个 SSID 使用相同的访客用户帐户，您可以选择任何 WLAN 而不是指定配
置文件。

第 7 步：根据需要添加说明，然后点击应用。

第 8 步：针对要创建的每个访客用户重复此程序。
第 9 步：点击保存配置。

程序 6

配置访客锚点控制器

此部署使用访客锚点控制器，所有访客流量从 FlexConnect 控制器传输到 DMZ 中的锚点控制器。这会在
将共享 FlexConnect 控制器用于访客和员工无线连接时将访客流量与其余无线流量隔离。您还需要在该控
制器上配置 SSID。SSID 和访客登录门户的配置需要在两个控制器上匹配。
第 1 步：打开网络浏览器，访问访客锚点 WLC。（示例：https://192.168.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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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使用拥有管理权限的凭证登录。
第 3 步：从第 3 步开始，重复程序 1“配置访客登录页面”。
第 4 步：重复程序 2“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和程序 3“配置访客用户的 SSID”。
第 5 步：浏览至 WLAN。
第 6 步：将鼠标悬停在访客 WLAN 旁的蓝色箭头上，然后点击移动锚点。

第 7 步：在交换机 IP 地址 ( 锚点 ) 列表中，选择 ( 本地 )。
第 8 步：点击移动锚点创建，然后点击确定。

第 9 步：点击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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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 FlexConnect 运行 AireOS 的 WLC 上配置中心网络
身份验证
流程

1. 配置 WLC 以使用 RADIUS
2. 创建用于网络重新定向的 ACL
3. 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
4. 配置访客用户的 SSID
5. 将 SSID 添加到 FlexConnect 组
6. 配置访客锚点控制器

主园区中的 WLC 用于管理远程站点接入点，访客门户在 DMZ 中的 ISE 服务器上进行配置。

程序 1

配置 WLC 以使用 RADIUS

第 1 步：打开网络浏览器并访问集中式 WLC（示例：https://10.4.59.68)。
第 2 步：使用拥有管理权限的凭证登录。
第 3 步：导航至安全 > RADIUS > 身份验证，然后点击新建。
第 4 步：在服务器 IP 地址框中，输入 DMZ 中 ISE 服务器的 IP 地址（示例：192.168.144.41）。
第 5 步：输入并确认 RADIUS 共享密钥。
第 6 步：在支持 RFC 3576 列表中，选择已启用。
第 7 步：清除管理，然后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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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步：导航至安全 > RADIUS > 记帐，然后点击新建。
第 9 步：在服务器 IP 地址框中，输入 DMZ 中 ISE 服务器的 IP 地址（示例：192.168.144.41）。
第 10 步：输入并确认 RADIUS 共享密钥。
第 11 步：点击应用。

程序 2

创建用于网络重新定向的 ACL

WLC 将网络流量重新定向到 ISE 访客门户以进行身份验证。为了完成这一步骤，您需要配置一个 ACL，该
ACL 拒绝除 DNS 查询和传输到 ISE 服务器的流量之外的所有流量。在 FlexConnect 部署中，您还需要配置
与常规 ACL 等同的 FlexConnect ACL。
第 1 步：导航至安全 > 访问控制列表，然后点击新建。
第 2 步：在访问控制列表名称框中，输入名称（示例：CWA-Redirect）。
第 3 步：选择 IPv4 作为 ACL 类型，然后点击应用。
第 4 步：点击新创建的访问控制列表的名称（示例：CWA-Redirect），然后点击添加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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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在窗口中，输入以下配置详细信息，然后点击应用。
• 序列 － 1
• 源 － 任意
• 目标 — IP 地址 — 192.168.144.0/255.255.255.0
• 协议 — 任意
• 操作 — 允许

第 6 步：使用下表中的配置详细信息重复第 4 步至第 5 步。
序列

信息来源

目标

协议

源端口

目标端口

操作

1

192.168.144.0/

任意

任意

任意

任意

允许

192.168.144.0/

任意

任意

任意

允许

255.255.255.0
2

任意

255.255.255.0
3

任意

任意

UDP

DNS

任意

允许

4

任意

任意

UDP

任意

DNS

允许

5

任意

任意

任意

任意

任意

拒绝

第 7 步：导航至安全 > 访问控制列表 >FlexConnect ACL，然后点击新建。
第 8 步：在访问控制列表名称框中，输入名称（示例：CWA-Redirect），然后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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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步：重复第 4 步至第 6 步，将等同的 FlexConnect ACL 创建为完成第 6 步后创建的 ACL。

程序 3

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

第 1 步：浏览至 WLAN，在列表中，选择新建，然后点击执行。
第 2 步：在类型列表中，选择 WLAN。
第 3 步：为配置文件命名（示例：IWAN-Guest-RS13）。
第 4 步：在 SSID 框中，输入要为无线访客用户公布的 SSID。（示例：IWAN-Guest-RS13）。
第 5 步：在 ID 列表中，选择此 WLAN 的 ID。
第 6 步：点击应用。

程序 4

配置访客用户的 SSID

在创建 SSID 后，您可以配置 SSID 的选项。
第 1 步：在“常规”选项卡上的状态下面，选中已启用。
第 2 步：在接口 / 接口组 (G) 列表中，选择控制器的管理接口（示例：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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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接受其余字段的默认值。

第 4 步：点击安全选项卡。
第 5 步：在“第 2 层”选项卡上，在第 2 层安全列表中，选择无。
第 6 步：选择 MAC 过滤。

第 7 步：在“第 3 层”选项卡上，在第 3 层安全列表中，选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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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步：在“AAA 服务器”选项上，对于服务器 1，选择程序 1“配置 WLC 以使用 RADIUS”中定义的
身份验证和记帐服务器。

第 9 步：向下滚动，在用于身份验证的顺序列表中，选择 RADIUS，然后点击向上将其移动到列表顶部。

第 10 步：点击高级选项卡。
第 11 步：在“允许 AAA 覆盖”旁，选中已启用。
第 12 步：在 DHCP 服务器旁，选择覆盖，然后输入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示例：192.168.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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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步：在“DHCP 地址 分配”旁，选中必需。

第 14 步：在 NAC 部分中，在 NAC 状态列表中，选择 Radius NAC。
第 15 步：向下滚动，在 FlexConnect 部分中的“FlexConnect 本地交换”旁，选中已启用。

技术提示
虽然这不是此部署必需的操作，但在“RADIUS 客户端分析”部分中启用“HTTP 分析”
会让您更好地查看访问网络的客户端的类型，并允许您根据这些信息开发策略。

第 16 步：点击应用。将显示一条有关 mDNS 监听的消息。
第 17 步：点击确定。
第 18 步：如果您在部署中使用 AP 组，则需要将新的 SSID 添加到相应的 AP 组。浏览至 WLAN > 高级 > AP 组，
选择您想要添加 SSID 的 AP 组（示例：RS13）。
第 19 步：选择 WLAN 选项卡，然后点击添加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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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步：选择在程序 3“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中创建的 SSID，然后点击添加。

程序 5

将 SSID 添加到 FlexConnect 组

由于这是 FlexConnect 部署，您必须将 SSID 添加到 FlexConnect 组。
第 1 步：导航至无线 > FlexConnect 组，然后点击将 SSID 添加到的 FlexConnect 组（示例：RemoteSite-13）。
第 2 步：在 WLAN VLAN 映射选项卡上，输入在程序 3 中创建的 SSID 的 WLAN ID（示例：8）和 VLAN ID（示
例：80。点击 Add（添加）。

第 3 步：点击应用。
第 4 步：点击保存配置。

程序 6

配置访客锚点控制器

此部署使用访客锚点控制器，因此您还需要在该控制器上配置 SSID。SSID 的配置需要在两个控制器上匹配。
第 1 步：打开网络浏览器，访问访客锚点 WLC（示例：https://192.168.151.16)。
第 2 步：使用拥有管理权限的凭证登录。

部署远程站点访客无线接入

2015 年 3 月

185

第 3 步：从第 3 步开始，重复程序 1“配置 WLC 以使用 RADIUS”。
第 4 步：重复程序 2“创建用于网络重新定向的 ACL”、程序 3“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和程序 4“配置访客
用户的 SSID”。
第 5 步：浏览至 WLAN。
第 6 步：将鼠标悬停在访客 WLAN 旁的蓝色箭头上，然后点击移动锚点。

第 7 步：在交换机 IP 地址 ( 锚点 ) 列表中，选择 ( 本地 )。
第 8 步：点击移动锚点创建，然后点击确定。

第 9 步：点击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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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地控制器用于 AireOS 的访客无线接入
此部分描述在运行 AireOS 的远程站点部署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的环境中部署访客无线接入所需的步骤。

在运行 AireOS 的远程 WLC 上配置本地网络身份验证
流程

1. 配置访客登录页面
2. 创建访客接口
3. 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
4. 配置访客用户的 SSID
5. 创建访客用户

WLC 管理位于远程站点的远程站点接入点，访客门户在此本地控制器上进行配置。

程序 1

配置访客登录页面

第 1 步：打开网络浏览器并访问本地 WLC（示例：https://10.7.199.16)。
第 2 步：使用拥有管理权限的凭证登录。
第 3 步：导航至安全 > 网络身份验证 > 网络登录页面。
第 4 步：在“网络身份验证类型”列表中，选择内部 ( 默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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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使用符合贵组织策略或需求的值填写其余字段。

程序 2

创建访客接口

在“在远程站点配置访客 VLAN”部分中，您在交换机上创建了访客 VLAN。您现在需要为此访客 VLAN
配置 WLC 上的接口。
第 1 步：导航到控制器 > 接口，然后点击新建。
第 2 步：在接口名称框中，输入接口名称（示例：guest）。
第 3 步：在 VLAN ID 框中，输入在交换机上配置的 VLAN 编号（示例：80）。
第 4 步：点击应用。
第 5 步：在“物理信息”部分中，输入 1 作为端口号。
第 6 步：在“接口地址”部分中，输入以下配置详细信息
• VLAN 标识符 — 80
• IP 地址 — 192.168.192.16
• 子网掩码 — 255.255.255.0
• 网关 — 192.168.192.1
第 7 步：在“DHCP 信息”部分中，在主 DHCP 服务器框中，输入 DHCP 服务器（示例：
192.168.192.1）。
第 8 步：在 DHCP 代理模式列表中，点击已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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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步：点击应用。

程序 3

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

第 1 步：浏览至 WLAN，在列表中，选择新建，然后点击执行。
第 2 步：在类型列表中，选择 WLAN。
第 3 步：为配置文件命名（示例：IWAN-Guest-RS41）。
第 4 步：在 SSID 框中，输入要为无线访客用户公布的 SSID。（示例：IWAN-Guest-RS41）。
第 5 步：在 ID 列表中，选择此 WLAN 的 ID。
第 6 步：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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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4

配置访客用户的 SSID

在创建 SSID 后，您可以配置 SSID 的选项。
第 1 步：在“常规”选项卡上的状态旁，选中已启用。
第 2 步：在接口 / 接口组 (G) 列表中，选择在程序 2 中创建的访客接口（示例：guest）。
第 3 步：接受其余字段的默认值。

第 4 步：点击安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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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在“第 2 层”选项卡中，在第 2 层安全列表中，选择无。

第 6 步：在“第 3 层”选项卡中，在第 3 层安全列表中，选择网络策略。将显示一条有关 DNS 流量和预
身份验证 ACL 的消息。
第 7 步：点击确定。
第 8 步：选择身份验证。

第 9 步：点击高级选项卡。
第 10 步：在“允许 AAA 覆盖”旁，选中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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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步：在“DHCP 服务器”旁，选择覆盖。
第 12 步：输入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示例：192.168.192.1）。
第 13 步：在“DHCP 地址 分配”旁，选中必需，然后点击应用。

程序 5

创建访客用户

您在将用于访客接入的 WLC 上创建存储在内部数据库中的用户。
第 1 步：导航至安全 > AAA > 本地网络用户，然后点击新建。
第 2 步：在用户名框中，输入访客用户的用户名（示例：iwan-guest）。
第 3 步：输入密码并进行确认。
第 4 步：选择访客用户。
第 5 步：在生存期框中，输入访客用户将处于活动状态的时间长度数字（以秒为单位）。
第 6 步：在 WLAN 配置文件列表中，选择在程序 3 中创建的配置文件。点击确定确认有关网络策略的对话框。

技术提示
如果将对多个 SSID 使用相同的访客用户帐户，您可以选择任何 WLAN 而不是指定配
置文件。

第 7 步：根据需要添加说明，然后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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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步：针对要创建的每个访客用户重复此程序。
第 9 步：点击保存配置。

流程

在运行 AireOS 的本地 WLC 上配置中心网络身份验证
1. 配置 WLC 以使用 RADIUS
2. 创建用于网络重新定向的 ACL
3. 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
4. 配置访客用户的 SSID

WLC 管理位于远程站点的远程站点接入点，访客门户在 DMZ 中的 ISE 服务器上进行配置。

程序 1

配置 WLC 以使用 RADIUS

第 1 步：打开网络浏览器并访问远程站点 WLC（示例：https://10.7.199.16)。
第 2 步：使用拥有管理权限的凭证登录。
第 3 步：导航至安全 > RADIUS > 身份验证，然后点击新建。
第 4 步：在服务器 IP 地址框中，输入 DMZ 中 ISE 服务器的 IP 地址（示例：192.168.144.41）。
第 5 步：输入并确认 RADIUS 共享密钥。
第 6 步：在支持 RFC 3576 列表中，选择已启用。
第 7 步：清除管理，然后点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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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步：导航至安全 > RADIUS > 记帐，然后点击新建。
第 9 步：在服务器 IP 地址框中，输入 DMZ 中 ISE 服务器的 IP 地址（示例：192.168.144.41）。
第 10 步：输入并确认 RADIUS 共享密钥。
第 11 步：点击应用。

程序 2

创建用于网络重新定向的 ACL

WLC 将网络流量重新定向到 ISE 访客门户以进行身份验证。为了完成这一步骤，您需要配置一个 ACL，该
ACL 拒绝除 DNS 查询和传输到 ISE 服务器的流量之外的所有流量。
第 1 步：导航至安全 > 访问控制列表，然后点击新建。
第 2 步：在访问控制列表名称框中，输入名称（示例：CWA-Redirect）。
第 3 步：选择 IPv4 作为 ACL 类型，然后点击应用。
第 4 步：点击新创建的访问控制列表的名称（示例：CWA-Redirect），然后点击添加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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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在窗口中，输入以下配置详细信息，然后点击应用。
• 序列 － 1
• 源 － 任意
• 目标 — IP 地址 — 192.168.144.0/255.255.255.0
• 协议 — 任意
• 操作 — 允许

第 6 步：使用下表中的配置详细信息重复第 4 步至第 5 步。
序列

信息来源

目标

协议

源端口

目标端口

操作

1

192.168.144.0/

任意

任意

任意

任意

允许

192.168.144.0/

任意

任意

任意

允许

255.255.255.0
2

任意

255.255.255.0
3

任意

任意

UDP

DNS

任意

允许

4

任意

任意

UDP

任意

DNS

允许

5

任意

任意

任意

任意

任意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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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3

创建访客用户的 SSID

第 1 步：导航至 WLAN，在列表中，选择新建。
第 2 步：点击执行。
第 3 步：在类型列表中，选择 WLAN。
第 4 步：为配置文件命名（示例：IWAN-Guest-RS41）。
第 5 步：在 SSID 框中，输入要为无线访客用户公布的 SSID。（示例：IWAN-Guest-RS41）。
第 6 步：在 ID 列表中，选择此 WLAN 的 ID。
第 7 步：点击应用。

程序 4

配置访客用户的 SSID

在创建 SSID 后，您可以配置 SSID 的选项。
第 1 步：在“常规”选项卡上的状态旁，选中已启用。
第 2 步：在接口 / 接口组 (G) 列表中，选择在程序 3 中创建的访客接口（示例：g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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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接受其余字段的默认值。

第 4 步：点击安全选项卡。
第 5 步：在“第 2 层”选项卡上，在第 2 层安全列表中，选择无。
第 6 步：选择 MAC 过滤。

第 7 步：在“第 3 层”选项卡上，在第 3 层安全列表中，选择无。

部署远程站点访客无线接入

2015 年 3 月

197

第 8 步：在“AAA 服务器”选项上，对于服务器 1，选择程序 1“配置 WLC 以使用 RADIUS”中定义的身份验
证和记帐服务器。

第 9 步：向下滚动，在用于身份验证的顺序列表中，选择 RADIUS，然后点击向上将其移动到列表顶部。

第 10 步：点击高级选项卡。
第 11 步：在“允许 AAA 覆盖”旁，选中已启用。
第 12 步：在“DHCP 服务器”旁，选择覆盖。
第 13 步：输入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示例：192.168.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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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步：在“DHCP 地址 分配”旁，选中必需。

第 15 步：在 NAC 部分中，在 NAC 状态列表中，选择 Radius NAC。

技术提示
虽然这不是此部署必需的操作，但在“RADIUS 客户端分析”部分中启用“HTTP 分析”
会让您更好地查看访问网络的客户端的类型，并允许您根据这些信息开发策略。

第 16 步：点击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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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统一接入交换机的访客无线接入
此部分详述在远程站点部署统一接入交换机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的环境中部署访客无线接入所需的步骤。

在统一接入交换机上配置本地网络身份验证
流程

1. 配置访客接口
2. 配置 AAA 和访客用户
3. 配置访客门户
4. 配置预身份验证访问列表
5. 配置 HTTP 服务器
6. 配置访客的 SSID

Cisco 统一接入是将有线和无线网络融合成一个物理基础设施。Cisco Catalyst 3850 和 3650 交换机将有线端口
与无线隧道终端和 WLC 功能结合在一起。远程站点交换机用作 WLC，访客门户在交换机上进行配置。

程序 1

配置访客接口

您在“在远程站点配置访客 VLAN”部分中配置了访客 VLAN。在此程序中，您将为该 VLAN 配置第 3 层接口。
第 1 步：访问远程站点交换机的控制台并配置访客接口。
interface Vlan80
ip address 192.168.192.5 255.255.255.0

配置 AAA 和访客用户

程序 2

身份验证、授权和记帐 (AAA) 对于访客接入是必需的。访客用户数据库将位于交换机上，在本例中，访客帐户的
生存期为五天。
第 1 步：配置 AAA。
aaa new-model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Local-Auth local
第 2 步：配置访客用户。

user-name iwan-guest
privilege 0
password 0 [password]
type network-user description IWAN guest-user lifetime year 0 month 0 d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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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3

配置访客门户

交换机使用参数映射来指定访客门户的选项。在参数映射中，您配置该门户的登录标语以及成功登录或失败登
录发生的任何网络重新定向。还存在一个全局参数映射，它为交换机提供用作登录门户地址的虚拟 IP 地址。
第 1 步：配置全局参数映射。
parameter-map type webauth global
type webauth
virtual-ip ipv4 192.0.2.1
第 2 步：配置本地网络身份验证的参数映射。

parameter-map type webauth LWA
type webauth
redirect on-success http://www.cisco.com/go/iwan
banner text ^C Welcome to IWAN RS23!! ^C

技术提示
CONTROL-C (^C) 用作标语文本的默认分隔符，但是您可以使用任何字符。

程序 4

配置预身份验证访问列表

您使用预身份验证 ACL 来限制成功通过身份验证之前接口上的流量。通常，这会将端口限制为只能访问身份验
证所需的基础设施。在本例中，允许 DHCP 和 DNS 流量，拒绝所有其他流量。虽然预身份验证 ACL 不是必需的，
但它是最佳实践。
第 1 步：配置预身份验证 ACL。

ip access-list extended PreAuth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permit tcp any any eq doma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bootpc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配置 HTTP 服务器

程序 5

交换机充当 HTTP 服务器以提供访客门户。您需要启用 HTTP 服务并支持 AAA 身份验证。
第 1 步：配置 HTTP 服务器。
ip http server
ip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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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访客的 SSID

程序 6

访客接入的 SSID 映射到访客 VLAN。SSID 使用上面配置的参数映射和 AAA 选项。
第 1 步：配置访客 SSID。

wlan IWAN-Guest-RS23 4 IWAN-Guest-RS23
no shutdown

第 2 步：配置 AAA 支持。
aaa-override
第 3 步：配置 VLAN 映射和 ACL。

client vlan IWAN-Guest
ip access-group web PreAuth

第 4 步：配置第 2 层选项。
no security wpa
no security wpa akm dot1x no security wpa wpa2
no security wpa wpa2 ciphers aes
第 5 步：配置第 3 层选项。
security web-auth
security web-auth authentication-list Local-Auth
security web-auth parameter-map LWA
ip dhcp required
ip dhcp server 192.168.192.1

技术提示
为了深入查看接入访客网络的客户端类型和正在运行的应用，可以将以下命令添加到
SSID 配置。

device-classification
ip flow monitor wireless-avc-basic input
ip flow monitor wireless-avc-basic output
profiling local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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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接入交换机上配置中心网络身份验证
流程

1. 配置访客接口
2. 配置 AAA 和访客用户
3. 配置访客门户
4. 配置预身份验证访问列表
5. 配置 HTTP 服务器
6. 配置访客的 SSID

Cisco 统一接入是将有线和无线网络融合成一个物理基础设施。Cisco Catalyst 3850 和 3650 交换机将有线
端口与无线隧道终端和 WLC 功能结合在一起。远程站点交换机用作 WLC，访客门户在中心站点中安装的
ISE 服务器上进行配置。

程序 1

配置访客接口

您在“在远程站点配置访客 VLAN”部分中配置了访客 VLAN。在此程序中，您将为该 VLAN 配置第 3 层接口。
第 1 步：访问远程站点交换机的控制台并配置访客接口。
interface Vlan80
ip address 192.168.192.5 255.255.255.0

配置 AAA 和访客用户

程序 2

AAA 对于访客接入是必需的。您将 ISE 服务器添加为 AAA 服务器，然后配置身份验证、授权和记帐的策略。对
于访客用户，您还要配置 RADIUS 授权更改。
第 1 步：添加 RADIUS 服务器。

radius server ISE-IWAN
address ipv4 192.168.144.41 auth-port 1812 acct-port 1813
key [shared secret]

第 2 步：配置 AAA 策略。
aaa new-model
aaa group server radius ISE-DMZ
server name ISE-IWAN
mac-delimiter colon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CWA-DMZ group ISE-DMZ
aaa authorization network CWA-DMZ-AuthZ group ISE-DMZ
aaa accounting identity CWA-DMZ start-stop group ISE-D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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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配置 RADIUS 授权更改。
aaa server radius dynamic-author
client 192.168.144.41 server-key [shared secret]
auth-type any

程序 3

配置访客门户

交换机使用参数映射来指定访客门户的选项。在参数映射中，您配置 ISE 服务器上访客门户的 URL，以及成功
登录或失败登录发生的任何网络重新定向。还存在一个全局参数映射，它为交换机提供用于重新定向的虚拟 IP
地址。
第 1 步：配置全局参数映射。
parameter-map type webauth global
type webauth
virtual-ip ipv4 192.0.2.1
第 2 步：配置中心网络身份验证的参数映射。

parameter-map type webauth CWA-DMZ
type webauth
redirect for-login https://192.168.144.41:8443/guestportal/Login.action
redirect on-success http://www.cisco.com/go/iwan
redirect portal ipv4 192.168.144.41

程序 4

配置预身份验证访问列表

您使用预身份验证 ACL 来限制成功通过身份验证之前接口上的流量。通常，这会将端口限制为只能访问身份
验证所需的基础设施。在本例中，允许 DHCP 和 DNS 流量以及传递到 ISE 服务器以进行身份验证的流量。
拒绝所有其他流量。
第 1 步：配置预身份验证 ACL。

ip access-list extended PreAuth
permit ip any 192.168.144.0 0.0.0.255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permit tcp any any eq doma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bootpc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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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HTTP 服务器

程序 5

交换机充当 HTTP 服务器以提供访客门户。您需要启用 HTTP 服务并支持 AAA 身份验证。
第 1 步：配置 HTTP 服务器。
ip http server
ip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配置访客的 SSID

程序 6

访客接入的 SSID 映射到访客 VLAN。SSID 使用上面配置的参数映射和 AAA 选项。
第 1 步：配置访客 SSID。

wlan IWAN-Guest-RS43 7 IWAN-Guest-RS43
no shutdown

第 2 步：配置 AAA 支持。
aaa-override
accounting-list CWA-DMZ
第 3 步：配置 VLAN 映射和 ACL。

client vlan IWAN-Guest
ip access-group web PreAuth

第 4 步：配置第 2 层选项。
no security wpa
no security wpa akm dot1x
no security wpa wpa2
no security wpa wpa2 ciphers aes
mac-filtering CWA-DMZ-AuthZ
第 5 步：配置第 3 层选项。

security dot1x authentication-list CWA-DMZ
nac
ip dhcp required
ip dhcp server 192.168.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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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为了深入查看接入访客网络的客户端类型和正在运行的应用，可以将以下命令添加到
SSID 配置。

device-classification
ip flow monitor wireless-avc-basic input
ip flow monitor wireless-avc-basic output
profiling local http
profiling radius http

配置身份服务引擎
此部分详细介绍思科 ISE 的配置以支持无线访客接入的 CWA。

流程

实施 CWA 的 ISE
1.

安装 ISE

2.

将 ISE 加入 Active Directory

3.

添加网络设备

4.

添加设备组和位置

5.

将设备添加到组

6.

将设备添加到位置

7.

配置默认设备

8.

配置访客位置和 SSID

9.

配置发起人门户

10. 配置访客类型
11. 配置发起人组
12. 将发起人组添加到访客类型
13. 配置访客门户
14. 配置身份验证策略
15. 配置授权策略
16. 创建访客用户
在此设计中，您在中心站点的 DMZ 中部署单机模式的 ISE。您可以将其作为设备或作为 VMware 虚拟
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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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安装 ISE

第 1 步：使用《思科身份服务引擎硬件安装指南，版本 1.3》在单机模式下安装 ISE 服务器。将下表用于配
置信息。
表 6 - ISE 安装详细信息
参数

CVD 值

主机名

ise-iwan

IP 地址

192.168.144.41

Netmask

255.255.255.0

域

cisco.local

默认路由

192.168.144.1

DNS 服务器

10.4.48.10

NTP Server

10.4.48.17

程序 2

将 ISE 加入 Active Directory

此设计使用 ISE 对访客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并允许发起人创建访客用户。发起人在 Active Directory 域中定义，
ISE 是该域的成员。然后 ISE 会使用 Active Directory 作为发起人的后端身份验证服务。
第 1 步：打开网络浏览器并访问 ISE 服务器（示例：https://192.168.144.41）
第 2 步：使用拥有管理权限的凭证登录。
第 3 步：导航至管理 > 身份管理 > 外部身份源 > Active Directory，然后点击添加。
第 4 步：在加入点名称框中，输入将在 ISE 策略中使用的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的名称（示例：AD1）。
第 5 步：在 Active Directory 域框中，输入部署的域的名称（示例：cisco. local）。
第 6 步：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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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步：在询问您是否要加入域的消息中，点击是。
第 8 步：在“加入域”窗口中，使用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凭证登录到域，然后点击确定。将显示一个确认连接成功
的窗口。

第 9 步：点击确定。
第 10 步：在“组”选项卡中，点击添加，然后选择从目录选择组。

第 11 步：点击检索组以便从 Active Directory 获取组的列表。
第 12 步：选择 ISE 上用于发起人的组（示例：域用户），然后点击确定。

第 13 步：点击保存。
第 14 步：导航至管理 > 身份管理 > 身份源序列，然后点击 Sponsor_Portal_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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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步：在“身份验证搜索列表”部分中的“可用”下，选择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示例：AD1），将其
移动到“选定”下面。

第 16 步：点击保存。

程序 3

添加网络设备

将每个用于提供访客接入服务的网络设备作为 RADIUS 网络接入设备添加到 ISE。设备已在日志中进行标识，
从而可以更轻松地解决问题和标识用户。
第 1 步：导航至管理 > 网络资源 > 网络设备，然后点击添加。
第 2 步：输入设备的名称和说明。
第 3 步：在 IP 地址框中，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示例：10.7.98.5）。
第 4 步：选中身份验证设置旁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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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在共享密钥框中，输入 RADIUS 共享密钥，然后点击提交。

第 6 步：对于要添加的每个设备，重复第 1 步到第 5 步。

程序 4

添加设备组和位置

第 1 步：导航至管理 > 网络资源 > 网络设备组。
第 2 步：在“网络设备组”列中，展开组，然后点击所有设备类型。
第 3 步：点击添加。
第 4 步：输入组的名称（示例：IWAN）和说明，然后点击提交。

第 5 步：对于要添加的每个组，重复第 1 步到第 4 步。
第 6 步：在“网络设备组列”中，点击所有位置，然后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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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步：输入位置的名称（示例：RS23）和说明，然后点击提交。

第 8 步：对于要添加的每个位置，重复第 6 步和第 7 步。

程序 5

将设备添加到组

第 1 步：导航至管理 > 网络资源 > 网络设备组。
第 2 步：在“网络设备组”列组件，展开组。
第 3 步：点击所有设备类型，然后点击 IWAN。
第 4 步：点击添加，然后选择您要添加的设备。

第 5 步：对于要添加到组中的每个设备，重复第 1 步到第 4 步。

程序 6

将设备添加到位置

第 1 步：导航至管理 > 网络资源 > 网络设备组。
第 2 步：在“网络设备组”列组件，展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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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点击所有位置，然后点击 RS23。
第 4 步：点击添加，然后选择您要添加的设备。

第 5 步：对于要添加到位置中的每个设备，重复第 1 步到第 4 步。

程序 7

配置默认设备

如果网络接入设备与服务器通信而该设备未在服务器上定义，则使用 RADIUS 默认设备。
第 1 步：导航至管理 > 网络资源 > 网络设备。
第 2 步：点击默认网络设备。
第 3 步：在默认网络设备状态列表中，选择启用。
第 4 步：在共享密钥框中，输入 RADIUS 共享密钥，然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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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8

配置访客位置和 SSID

对于访客接入策略，您需要配置当发起人创建访客帐户时使用的位置和 SSID。
第 1 步：导航至访客接入 > 设置。第 2 步：展开访客位置和 SSID。
第 3 步：在位置名称框中，输入位置的名称（示例：RS13），然后选择时区。
第 4 步：点击添加。
第 5 步：对于要添加的每个位置，重复第 3 步到第 4 步。
第 6 步：在 SSID 框中，输入 SSID（示例：IWAN-Guest-RS13），然后点击添加。
第 7 步：对于要添加的每个 SSID，重复第 6 步。
第 8 步：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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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9

配置发起人门户

您需要配置发起人用于创建访客帐户的门户。
第 1 步：导航至访客接入 > 配置。
第 2 步：在左侧栏中，点击发起人门户，然后点击创建。
第 3 步：输入门户的名称（示例：IWAN-Sponsor-Portal）和说明。
第 4 步：在“门户设置”部分中，点击提供给发起人的 SSID 框，然后在显示的列表中，选择您想要允许
发起人使用该门户配置的 SSID。

第 5 步：在“登录设置”部分中，选择包括 AUP，然后从列表中选择在页面上。这将启用可接受的使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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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步：选择需要接受并接受剩余设置的默认值。

第 7 步：如果要自定义发起人门户以满足贵组织的需求，请在页面顶部，点击门户页面自定义。
您可以通过更改文本、更新可接受使用策略、更改颜色和图形等等，自定义发起人门户的用户体验。在此
设计中，唯一的自定义内容是封面和标语文本。

读者提示
有关详细自定义说明，请参阅《思科身份服务引擎管理员指南，版本 1.3》的自定义
最终用户网络门户部分。

第 8 步：完成所有自定义后，点击保存。

技术提示
在页面顶部，有一个门户测试 URL 的链接。这使您可以预览门户的外观，它也是您为
将创建访客帐户的发起人提供的 URL。您应当保存该 URL，以备日后参考。

程序 10

配置访客类型

第 1 步：导航至访客接入 > 配置。
第 2 步：在左侧栏中，点击访客类型，然后点击创建。
第 3 步：输入访客类型的名称（示例：IWAN-Guest）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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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在“最长接入时间”部分中，对于最长客户持续时间，输入客户处于有效状态的时间长度（示例：5 天）。

第 5 步：根据贵组织的策略，配置其余选项。
第 6 步：点击保存。

程序 11

配置发起人组

您需要使用发起人组，为可以创建访客帐户的用户定义权限和设置。
第 1 步：导航至访客接入 > 配置。
第 2 步：在左侧栏中，点击发起人组，然后点击创建。
第 3 步：输入发起人组的名称（示例：IWAN-Sponsors）和说明。
第 4 步：点击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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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将 Active Directory 组 Domain Users 从“可用用户组”列移动到“选定用户组”列，然后点击确定。

第 6 步：点击此发起人组可以使用这些访客类型创建帐户框，在显示的列表中，选择在程序 10 中创建的访客
类型。

部署远程站点访客无线接入

2015 年 3 月

217

第 7 步：在选择访客将接入的位置框中，选择您在程序 8 中创建的位置。

第 8 步：点击保存。

程序 12

将发起人组添加到访客类型

您需要将新发起人组应用于在程序 10 中创建的访客类型。
第 1 步：导航至访客接入 > 配置。
第 2 步：在左侧栏中，点击访客类型，然后点击 IWAN-Guest。
第 3 步：点击发起人组框，在显示的列表中，选择在程序 11 中创建的发起人组（示例：IWANSponsors）。

第 4 步：点击保存。

程序 13

配置访客门户

您需要配置访客将用于登录网络的门户。
第 1 步：导航至访客接入 > 配置。
第 2 步：在左侧栏中，点击访客门户，然后点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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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点击发起人 - 访客门户，然后点击继续。

第 4 步：输入门户的名称（示例：IWAN-Guest-Portal）和说明。
第 5 步：在“门户设置”部分中，在使用此门户作为访客的员工继承登录选项自列表中，选择 IWAN-Guest。

第 6 步：在“登录页面设置”部分中，选择包括 AUP，然后从列表中选择在页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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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步：选择需要接受。

第 8 步：根据贵组织的策略，配置其余设置。
第 9 步：如果要自定义访客门户以满足贵组织的需求，请在页面顶部，点击门户页面自定义。
您可以通过更改文本、更新可接受使用策略、更改颜色和图形等等，自定义访客门户的用户体验。在此部署中，
唯一的自定义内容是封面和标语文本。

读者提示
有关详细自定义信息，请参阅《思科身份服务引擎管理员指南，版本 1.3》的自定义
最终用户网络门户 部分。

第 10 步：完成所有自定义后，点击保存。

技术提示
在页面顶部，有一个门户测试 URL 的链接。这使您可以预览门户的外观，它也是您为
将创建访客帐户的发起人提供的 URL。您应当保存该 URL，以备日后参考。

程序 14

配置身份验证策略

配置访客用户的身份验证策略。
第 1 步：导航至策略 > 身份验证。
第 2 步：在 MAB 规则旁，点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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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在“互联网终端”旁，点击 + 号，然后选择以下选项：
• 如果身份验证失败：拒绝
• 如果找不到用户：继续
• 如果流程失败：丢弃

第 4 步：点击保存。

程序 15

配置授权策略

配置访客用户的两个授权策略。
• 第一个策略管理关联到无线网络的客户端。该策略通过 MAC 过滤。MAC 地址是未知的，客户端将通过
重新定向 URL 传输。将激活无线局域网控制器上的重新定向访问列表。
• 第二个策略在成功通过身份验证时提供对访客的完全访问。
第 1 步：导航至策略 > 授权。
第 2 步：在顶部规则“无线黑名单默认值”旁边，点击箭头，然后选择添加上述新规则。

第 3 步：输入 CWA 作为规则名称。
第 4 步：在“条件”旁，点击 + 号，然后点击从库中选择现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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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在选择条件列表中，选择复合条件，然后选择 Wireless_MAB。

第 6 步：在“权限”列中，在“授权配置文件”旁，点击 + 号。
第 7 步：在选择项目列表中，选择标准。
第 8 步：点击齿轮图标，然后选择添加新标准配置文件。

第 9 步：在名称框中，输入 CWA。
第 10 步：在访问类型列表中，选择 ACCESS_ACCEPT。
第 11 步：在“常见任务”部分中，选择网络重新定向（CWA、MDM、NSP、CPP）。
第 12 步：从列表中，选择集中网络身份验证。
第 13 步：对于 ACL，输入 CWA-Redirect。
第 14 步：在值列表中，选择 IWAN-Guest-Portal。
第 15 步：清除显示证书续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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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步：选择静态 IP/ 主机名，然后输入 ISE 服务器的 IP 地址（示例：192.168.144.41）。

第 17 步：点击保存，然后点击确定。第 18 步：点击完成。
第 19 步：在 CWA 规则旁边，点击箭头，然后选择添加上述新规则。
第 20 步：输入 CWA Success 作为规则名称。
第 21 步：在“任意”旁，点击 + 号，然后在任意列表中，选择用户身份组。
第 22 步：选择 GuestType_IWAN-Guest。

第 23 步：在“条件”旁，点击 + 号，然后点击创建新条件（高级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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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步：在选择属性列表中，选择网络接入，然后选择 UseCase。

第 25 步：在第二个列表中，确保已选择“等于”。
第 26 步：在第三个列表中，选择访客流。

第 27 步：在“权限”列中，在“授权配置文件”旁，点击 + 号。
第 28 步：在选择项目列表中，选择标准，然后选择允许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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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步：点击完成，然后点击保存。

程序 16

创建访客用户

使用您刚创建的发起人门户添加访客用户帐户。
第 1 步：在网络浏览器中，连接到发起人门户。

技术提示
您可以在访客接入 > 配置 > 发起人门户中从 ISE 控制台获取 URL。点击门户名称，然
后点击门户测试 URL。保存该 URL 以提供给发起人。

第 2 步：通过提供发起人凭证登录门户，选择同意，然后点击登录。

第 3 步：在“创建账户”中，选择 IWAN-Guest 作为访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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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点击已知，然后使用适用于您的部署的值填写表单。此设计使用以下值：
• 名字：IWAN
• 姓氏：Guest
• 邮箱地址：iwan@company.com
• 持续时间：5 天
• 位置：RS-13
• SSID：IWAN-Guest-R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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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点击创建。已创建帐户，帐户信息已显示并准备分配给访客。

流程

以访客用户身份登录
1. 访问运行 AireOS 的 WLC 上的 LWA 访客门户
2. 访问运行 IOS XE 的 WLC 上的 LWA 访客门户
3. 访问 CWA 访客门户

既然已配置了访客门户，并且已创建并发布了访客凭证，您可以作为访客用户登录网络。已配置了两种访客接
入方法 — LWA 和 CWA，此部分详细介绍每个访客用户的登录体验。对于 LWA，有两个不同的控制器正在使用。
一个运行 AireOS，另一个运行 IOS XE。它们的登录门户是不同的。

程序 1

访问运行 AireOS 的 WLC 上的 LWA 访客门户

LWA 门户驻留在本地 WLC 上或 FlexConnect 部署中的集中式 WLC 上。访客客户端连接到访客 SSID，打开网
络浏览器，然后重新定向到访客门户。在身份验证成功后，用户将重新定向到门户配置中定义的 URL（示例：
http:// www.cisco.com/go/iwan)。
第 1 步：从访客客户端，关联到访客 SSID（示例：IWAN-Guest-RS13）。
第 2 步：打开网络浏览器。如果浏览器配置为自动打开主页，系统会将您重新定向到发起人门户。否则，请输
入 URL，然后按 Enter。系统将重新定向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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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输入发起人提供的访客凭证，然后点击确定。

读者提示
虽然此屏幕快照用于 FlexConnect 部署中的控制器，但对于远程站点的本地控制器而
言，程序是相同的，门户外观也类似。

客户端直接重新定向到声明身份验证成功的页面。客户端随后重新定向到门户配置中定义的 URL。

程序 2

访问运行 IOS XE 的 WLC 上的 LWA 访客门户

LWA 门户驻留在远程站点的接入交换机上的本地无线局域网控制器功能中。访客客户端连接到访客 SSID，打
开网络浏览器，然后重新定向到访客门户。在身份验证成功后，用户将重新定向到门户配置中定义的 URL（示例：
http://www.cisco.com/go/iwan）。
第 1 步：从访客客户端，关联到访客 SSID（示例：IWAN-Guest-RS43）。
第 2 步：打开网络浏览器。如果浏览器配置为自动打开主页，系统会将您重新定向到发起人门户。否则，请输
入 URL，然后按 Enter。系统将重新定向您。
第 3 步：输入发起人提供的访客凭证，然后点击确定。

客户端直接重新定向到声明身份验证成功的页面。客户端随后重新定向到门户配置中定义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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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3

访问 CWA 访客门户

CWA 门户在位于中心站点的 ISE 服务器上进行配置。访客客户端连接到访客 SSID，打开网络浏览器，然后重
新定向到访客门户。在身份验证成功后，用户将重新定向到门户配置中定义的 URL（示例：http://www.cisco.
com/go/iwan ）。
第 1 步：从访客客户端，关联到访客 SSID（示例：IWAN-Guest-RS43）。
第 2 步：打开网络浏览器。如果浏览器配置为自动打开主页，系统会将您重新定向到发起人门户。否则，请输
入 URL，然后按 Enter。系统将重新定向您。
第 3 步：输入发起人提供的访客凭证，同意可接受的使用策略，然后点击登录。

客户端将直接重新定向到声明身份验证成功的页面。客户端随后重新定向到门户配置中定义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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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产品列表
广域网汇聚
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广域网汇聚路由器

汇聚多业务 1002X 路由器

ASR1002X-5GVPNK9

IOS-XE 15.5(1)S

Advanced Enterprise

Cisco ISR 4451-X 安全性捆绑
包，配备 SEC 许可证 PAK

ISR4451-X-SEC/K9

IOS-XE 15.5(1)S

securityk9

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模块化广域网远程站点路
由器

Cisco ISR 4451，配备 4GE、
ISR4451-X-AX/K9
3NIM、2SM、8G 闪存、4G
DRAM、IP Base、SEC、AX 许可证；
DATA、AVC、带 2500 连接 RTU
的 ISR-WAAS

IOS-XE 15.5(1)S

securityk9、appxk9

广域网远程站点

互联网边缘
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防火墙

Cisco ASA 5545-X IPS 版
本 - 安全设备

ASA5545-IPS-K9

ASA 9.1(5)，IPS
7.1(8p2) E4

—

Cisco ASA 5525-X IPS 版
本 - 安全设备

ASA5525-IPS-K9

ASA 9.1(5)，IPS
7.1(8p2) E4

—

Cisco ASA 5515-X IPS 版本 安全设备

ASA5515-IPS-K9

ASA 9.1(5)，IPS
7.1(8p2) E4

—

Cisco ASA 5512-X IPS 版本 安全设备

ASA5512-IPS-K9

ASA 9.1(5)，IPS
7.1(8p2) E4

—

Cisco ASA 5512-X 安全增强型
许可证

ASA5512-SEC-PL

-

-

防火墙管理

ASDM

7.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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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边缘局域网
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DMZ 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2960-X 系列 24
10/100/1000 PoE 和 2 SFP+
上行链路

WS-C2960X-24PS

15.0(2)EX5

LAN Base

Cisco Catalyst 2960-X FlexStackPlus 热插拔堆叠模块

C2960X-STACK

-

-

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模块化接入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4500E 系列
4507R+E 7 插槽机箱，每个插槽
48Gbps

WS-C4507R+E

3.3.1XO(15.1.1XO1)

IP Base

Cisco Catalyst 4500E 管理引擎
8-E，统一接入，928Gbps

WS-X45-SUP8-E

3.3.1XO(15.1.1XO1)

IP Base

Cisco Catalyst 4500E 12 端口
10GbE SFP+ 光纤模块

WS-X4712-SFP+E

-

-

Cisco Catalyst 4500E 48 端口
802.3at PoE+ 10/100/1000 (RJ45)

WS-X4748-RJ45V+E

-

-

Cisco Catalyst 4500E 系列
4507R+E 7 插槽机箱，每个插槽
48Gbps

WS-C4507R+E

3.5.3E(15.2.1E3)

IP Base

Cisco Catalyst 4500E 管理引擎
7L-E，520Gbps

WS-X45-SUP7L-E

3.5.3E(15.2.1E3)

IP Base

Cisco Catalyst 4500E 48 以太网
10/100/1000 (RJ45) PoE+，UPoE
端口

WS-X4748-UPOE+E

-

-

Cisco Catalyst 4500E 48 以太网
10/100/1000 (RJ45) PoE+ 端口

WS-X4648-RJ45V+E

-

-

局域网接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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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可堆叠接入层

独立版接入层交换机

附录 A：产品列表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Cisco Catalyst 3850 系列可堆叠 48 WS-C3850-48F
以太网 10/100/1000 PoE+ 端口

3.6.0E(15.2.2E)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850 系列可堆叠 24 WS-C3850-24P
以太网 10/100/1000 PoE+ 端口

3.6.0E(15.2.2E)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850 系列 2 x 10GE C3850-NM-2-10G
网络模块

-

-

Cisco Catalyst 3850 系列 4 x 1GE
网络模块

C3850-NM-4-1G

-

-

Cisco Catalyst 3650 系列 24 以太
网 10/100/1000 PoE+ 和 2x10GE
或 4x1GE 上行链路

WS-C3650-24PD

3.6.0E(15.2.2E)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650 系列 24 以太
网 10/100/1000 PoE+ 和 4x1GE
上行链路

WS-C3650-24PS

3.6.0E(15.2.2E)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650 系列堆叠模块

C3650-STACK

-

-

Cisco Catalyst 3750-X 系列可堆叠 WS-C3750X-48PF-S 15.2(1)E3
48 以太网 10/100/1000 PoE+ 端口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750-X 系列可堆叠 WS-C3750X-24P-S
24 以太网 10/100/1000 PoE+ 端口

15.2(1)E3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750-X 系列两个
10GbE SFP+ 和两个 GbE SFP 端口
网络模块

C3KX-NM-10G

-

-

Cisco Catalyst 3750-X 系列四个
GbE SFP 端口网络模块

C3KX-NM-1G

-

-

Cisco Catalyst 2960-X 系列 24
10/100/1000 以太网和 2 SFP+
上行链路

WS-C2960X-24PD

15.0(2)EX5

LAN Base

3.6.0E(15.2.2E)

IP Base

Cisco Catalyst 3650 系列 24 以太
WS-C3650-24PS
网 10/100/1000 PoE+ 和 4x1GE 上
行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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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 分布层
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模块化分布层虚拟交换
机对

Cisco Catalyst 6500 VSS 管理引擎
2T，带有 2 端口 10GbE 和 PFC4

VS-S2T-10G

15.1(2)SY3

IP 服务

Cisco Catalyst 6800 系列 6807-XL 7 C6807-XL
插槽模块化机箱

15.1(2)SY3

IP 服务

Cisco Catalyst 6500 4 端口
40GbE/16 端口 10GbE 光纤模块，
配备 DFC4

WS-X6904-40G-2T

-

-

Cisco Catalyst 6500 4 端口 10GbE
SFP+ WX-X6904-40G 模块适配器

CVR-CFP-4SFP10G

-

-

Cisco Catalyst 6500 CEF720 48 端
口 10/100/1000mb 以太网

WS-X6748-GE-TX

-

-

Cisco Catalyst 6500 分布式转发卡 4

WS-F6K-DFC4-A

-

-

Cisco Catalyst 6500 系列 6506-E 6
插槽机箱

WS-C6506-E

15.1(2)SY3

IP 服务

Cisco Catalyst 6500 VSS 管理引擎
2T，带有 2 端口 10GbE 和 PFC4

VS-S2T-10G

15.1(2)SY3

IP 服务

Cisco Catalyst 6500 4 端口
40GbE/16 端口 10GbE 光纤模块，
配备 DFC4

WS-X6904-40G-2T

-

-

Cisco Catalyst 6500 4 端口 10GbE
SFP+ WX-X6904-40G 模块适配器

CVR-CFP-4SFP10G

-

-

Cisco Catalyst 6500 48 端口 GigE
模块 (SFP)

WS-X6748-SFP

-

-

Cisco Catalyst 6500 分布式转发卡 4

WS-F6K-DFC4-A

-

-

Cisco Catalyst 6500 24 端口 GigE
模块 (SFP)

WS-X6724-SFP

-

-

Cisco Catalyst 6500 分布式转发卡 4

WS-F6K-DFC4-A

-

-

Cisco Catalyst 6800 系 列 6880-X
可扩展固定汇聚交换机（标准表格）

C6880-X-LE

15.1(2)SY3

IP 服务

Cisco Catalyst 6800 系列 6880-X 多 C6880-X-LE16P10G
速率端口卡（标准表格）

-

-

Cisco Catalyst 4500E 系列 4507R+E WS-C4507R+E
7 插槽机箱，每个插槽 48Gbps

3.5.3E(15.2.1E3)

企业服务

Cisco Catalyst 4500E 管理引擎 7-E， WS-X45-SUP7-E
848Gbps

3.5.3E(15.2.1E3)

企业服务

Cisco Catalyst 4500E 12 端口
10GbE SFP+ 光纤模块

-

-

Cisco Catalyst 4500E 48 端口
WS-X4748-RJ45V+E 802.3at PoE+ 10/100/1000 (RJ-45)

-

Cisco Catalyst 4500-X 系列 32 端
口 10GbE IP Base，从前到后冷却

企业服务

可扩展固定分布层虚拟
交换机对

模块化分布层虚拟交换
机对

固定分布层虚拟交
换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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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可堆叠分布层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3850 系列可堆叠交换
机，具有 12 个 SFP 以太网接口

WS-C3850-12S

3.6.0E(15.2.2E)

IP 服务

Cisco Catalyst 3850 系列 4 x 1GE 网 C3850-NM-4-1G
络模块

-

-

Cisco Catalyst 3850 系列 2 x 10GE
网络模块

-

-

Cisco Catalyst 3750-X 系列可堆叠交 WS-C3750X-12S-E
换机，具有 12 个 GbE SFP 端口

15.2(1)E3

IP 服务

Cisco Catalyst 3750-X 系列两个
C3KX-NM-10G
10GbE SFP+ 和两个 GbE SFP 端口网
络模块

-

-

Cisco Catalyst 3750-X 系列四个 GbE C3KX-NM-1G
SFP 端口网络模块

-

-

C3850-NM-2-10G

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远程站点控制器

思科 7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600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7510-6K-K9

8.0.100.0

—

思科 7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300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7510-3K-K9

8.0.100.0

—

思科 7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200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7510-2K-K9

8.0.100.0

—

思科 7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100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7510-1K-K9

8.0.100.0

—

思科 7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50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7510-500-K9 8.0.100.0

—

思科 7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30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7510-300-K9 8.0.100.0

—

思科 7500 系列高可用性无线
控制器

AIR-CT7510-HA-K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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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现场控制器

思科 576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100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760-1K-K9

3.6.0E(15.2.2E)

—

思科 576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50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760-500-K9 3.6.0E(15.2.2E)

—

思科 576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25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760-250-K9 3.6.0E(15.2.2E)

—

思科 576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10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760-100-K9 3.6.0E(15.2.2E)

—

思科 576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5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760-50-K9

3.6.0E(15.2.2E)

—

思科 576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25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760-25-K9

3.6.0E(15.2.2E)

—

思科 5760 高可用性无线控制器

AIR-CT5760-HA-K9

3.6.0E(15.2.2E)

—

现场、远程站点或访客控 思科 5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制器
可连接 50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508-500-K9 8.0.100.0

—

思科 5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25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508-250-K9 8.0.100.0

—

思科 5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10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508-100-K9 8.0.100.0

—

思科 5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5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508-50-K9

8.0.100.0

—

思科 5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25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508-25-K9

8.0.100.0

—

思科 5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12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5508-12-K9

8.0.100.0

—

Cisco 5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可实
现高可用性

AIR-CT5508-HA-K9

8.0.100.0

—

思科 2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50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2504-50-K9

8.0.100.0

—

思科 2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25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2504-25-K9

8.0.100.0

—

思科 2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15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2504-15-K9

8.0.100.0

—

思科 2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最多
可连接 5 个思科接入点

AIR-CT2504-5-K9

8.0.100.0

—

现场控制器、
访客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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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无线接入点

思科 3700 系列接入点，采用
802.11ac 和 CleanAir，具有内置
天线

AIR-CAP3702I-x-K9

8.0.100.0

—

思科 3700 系列接入点，采用
802.11ac 和 CleanAir，具有外置
天线

AIR-CAP3702Ex-K9

8.0.100.0

—

思科 3600 系列接入点，采用双频
段 802.11a/g/n 和 CleanAir，具有
内置天线

AIR-CAP3602I-x-K9

8.0.100.0

—

思科 3600 系列接入点，采用双频
段 802.11a/g/n 和 CleanAir，具有
外置天线

AIR-CAP3602Ex-K9

8.0.100.0

—

思科 2600 系列接入点，采用双频
段 802.11a/g/n 和 CleanAir，具有
内置天线

AIR-CAP2602I-x-K9

8.0.100.0

—

思科 2600 系列接入点，采用双频
段 802.11a/g/n 和 CleanAir，具有
外置天线

AIR-CAP2602Ex-K9

8.0.100.0

—

思科 1600 系列接入点，采用基于
双频段控制器的 802.11a/g/n，具
有内置天线

AIR-CAP1602I-x-K9

8.0.100.0

—

思科 1600 系列接入点，采用基于
双频段控制器的 802.11a/g/n，具
有外置天线

AIR-CAP1602Ex-K9

8.0.100.0

—

在网络中的位置

产品说明

部件号

软件版本

功能集

无线 LAN

适用于 3600 系列接入点的思科
802.11ac Wave 1 模块

AIR-RM3000ACx-K9=

8.0.100.0

—

适用于 3600 系列接入点包的思科
802.11ac Wave 1 模块，10 件装

AIRRM3000ACxK910=

8.0.100.0

—

思科身份服务引擎虚拟设备

ISE-VM-K9=

1.3.0.876

—

适用于 500 个终端的思科 ISE 无线
5 年期许可证

LS-ISEAD5Y-W-500=

-

-

适用于 250 个终端的思科 ISE 无线
5 年期许可证

LS-ISEAD5Y-W-250=

-

-

适用于 100 个终端的思科 ISE 无线
5 年期许可证

LS-ISEAD5Y-W-100=

-

-

无线 LAN

思科 ISE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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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路由器配置
本附录提供经过验证的路由器配置以供参考，这些配置适用于本指南中介绍的每个远程站点和可行解决方案。

采用 DIA 和访客接入的单路由器混合设计
本部分显示单路由器混合设计的配置，该设计采用内部员工 DIA 和使用 DIA 的访客接入。
图 95 - 单路由器混合配置

॔၃

1322

MPLS
VPN

RS31-4451X
version 15.5
no service pad

service tcp-keepalives-in
service tcp-keepalives-out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no platform punt-keepalive disable-kernel-core
!
hostname RS31-4451X
!
boot-start-marker
boot-end-mark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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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f definition IWAN-GUEST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
vrf definition IWAN-TRANSPORT-1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
vrf definition IWAN-TRANSPORT-2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
vrf definition Mgmt-intf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
address-family ipv6
exit-address-family
!
enable secret 5 $1$WBJm$kaSX7tfn3eQOsV3Zl4gVI.
!
aaa new-model
!
!
aaa group server tacacs+ TACACS-SERVERS
server name TACACS-SERVER-1
!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console
aaa authorization exec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
!
aaa session-id common clock
timezone PST -8 0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
ip domain name cisco.local
ip name-server 10.4.48.10
ip multicast-routing distributed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vrf IWAN-GUEST 192.168.192.1 192.168.192.19
!
ip dhcp pool IWAN-GUEST
vrf IWAN-G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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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192.168.192.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92.168.192.1
dns-server 8.8.8.8
!
!
parameter-map type inspect global
log dropped-packets
multilink bundle-name authenticated
!
flow record Record-FNF-IWAN
description Flexible NetFlow for IWAN Monitoring
match ipv4 tos
match ipv4 protocol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match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match transport source-port
match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match interface input
match flow direction
collect routing source as
collect routing destination as
collect routing next-hop address ipv4 collect ipv4 dscp
collect ipv4 id
collect ipv4 source prefix
collect ipv4 source mask
collect ipv4 destination mask
collect transport tcp flags
collect interface output
collect flow sampler
collect counter bytes
collect counter packets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first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last
collect application name
!
!
flow exporter Export-FNF-LiveAction
description FNFv9 with LiveAction
destination 10.4.48.178
source Loopback0
transport udp 2055
option application-attributes
option interface-table
option application-tab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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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description IWAN Traffic Analysis
exporter Export-FNF-LiveAction
cache timeout inactive 10
cache timeout active 60
record Record-FNF-IWAN
!
!
domain iwan
vrf default
border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master local
password 7 0205554808095E731F
collector 10.4.48.178 port 2055
master branc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password 7 08221D5D0A16544541
hub 10.6.32.251
collector 10.4.48.178 port 2055
!
key chain WAN-KEY
key 1
key-string 7 110A4816141D5A5E57
!
!
crypto pki trustpoint TP-self-signed-1487794786
enrollment selfsigned
subject-name cn=IOS-Self-Signed-Certificate-1487794786
revocation-check none
rsakeypair TP-self-signed-1487794786
!
!
license udi pid ISR4451-X/K9 sn FOC182638DX
license accept end user agreement
license boot level appxk9
license boot level uck9 disable
license boot level securityk9
spanning-tree extend system-id
!
username admin secret 5 $1$Fanf$EZ2MBUBPJB9VhcH0Iweuk1
!
redundancy
mode non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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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 ikev2 keyring DMVPN-KEYRING-1
peer ANY
address 0.0.0.0 0.0.0.0
pre-shared-key c1sco123
!
!
crypto ikev2 keyring DMVPN-KEYRING-2
peer ANY
address 0.0.0.0 0.0.0.0
pre-shared-key c1sco123
!
!
!
crypto ikev2 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1
match fvrf IWAN-TRANSPORT-1
match identity remote address 0.0.0.0
authentication remote pre-share
authentication local pre-share
keyring local DMVPN-KEYRING-1
!
crypto ikev2 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2
match fvrf IWAN-TRANSPORT-2
match identity remote address 0.0.0.0
authentication remote pre-share
authentication local pre-share
keyring local DMVPN-KEYRING-2
!
crypto ikev2 dpd 40 5 on-demand
!
!
!
track 80 interface Tunnel10 line-protocol
delay up 20
!
ip tftp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
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ip ssh version 2

ip scp server enable

!
!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RTR-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IN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RTR-GUEST-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OUT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RTR-DHC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IN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RTR-GUEST-DHC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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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map match-any STREAMING-VIDEO
match dscp af31 af32 cs5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protocol tc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icmp
class-map match-any INTERACTIVE-VIDEO
match dscp cs4 af41 af42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TO-IN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tc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N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class-map match-any CRITICAL-DATA
match dscp af11 af21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class-map match-any NET-CTRL-MGMT
match dscp cs2 cs6
match access-group name ISAKMP
class-map match-any VOICE
match dscp ef
class-map match-any SCAVENGER
match dscp cs1
class-map match-any CALL-SIGNALING
match dscp cs3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dns
match protocol http
match protocol http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OUT
!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CLASS
in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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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class-default
drop

!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OUT
class type inspect RTR-GUEST-DHCP
pass
class type inspect RTR-GUEST-ICMP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IN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RTR-DHCP
pass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RTR-ICMP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
policy-map WAN
class INTERACTIVE-VIDEO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41
class STREAMING-VIDEO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41
class NET-CTRL-MGMT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set dscp cs6
class CALL-SIGNALING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set dscp af41
class CRITICAL-DATA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21
class SCAVENGER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set dscp af11
class VOICE
priority level 1
police cir percent 10
set dscp ef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random-de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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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dscp default
policy-map WAN-INTERFACE-G0/0/1
class class-default
shape average 100000000
service-policy WAN
policy-map WAN-INTERFACE-G0/0/0
class class-default
shape average 200000000
service-policy WAN
policy-map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IN-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IN-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OUT-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OUT-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
!
zone security default
zone security OUTSIDE
zone security GUEST
zone-pair security FROM-ROUTER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GUEST-IN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default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GUEST-OUT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GUEST-RTR-IN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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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pair security RTR-GUEST-OUT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GUEST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OUT
zone-pair security IN_OUT source default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TO-ROUTER source OUTSIDE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
!
crypto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 replay window-size 512
!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esp-aes 256 esp-sha-hmac
mode transport
!
crypto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1
set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set ikev2-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1
!
crypto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2
set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set ikev2-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2
!
!
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10.255.241.31 255.255.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Loopback192
description GUEST-NET LOOPBACK
vrf forwarding IWAN-GUEST
ip address 192.168.255.13 255.255.255.255
!
interface Tunnel10
bandwidth 200000
ip address 10.6.34.31 255.255.254.0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nat outside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input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output
ip pim dr-priority 0
ip pim sparse-mode
ip nhrp authentication cisco123
ip nhrp group RS-GROUP-200MBPS
ip nhrp network-id 101
ip nhrp holdtime 600
ip nhrp nhs 10.6.34.1 nbma 192.168.6.1 multicast
ip nhrp registration no-unique
ip nhrp short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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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tcp adjust-mss 1360
if-state nhrp
tunnel 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key 101
tunnel vrf IWAN-TRANSPORT-1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1
!
interface Tunnel11
bandwidth 100000
ip address 10.6.36.31 255.255.254.0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input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output
ip pim dr-priority 0
ip pim sparse-mode
ip nhrp authentication cisco123
ip nhrp group RS-GROUP-100MBPS
ip nhrp network-id 102
ip nhrp holdtime 600
ip nhrp nhs 10.6.36.1 nbma 172.16.140.1 multicast
ip nhrp registration no-unique
ip nhrp shortcut
ip tcp adjust-mss 1360
if-state nhrp
tunnel source GigabitEthernet0/0/1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key 102
tunnel vrf IWAN-TRANSPORT-2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2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bandwidth 200000
vrf forwarding IWAN-TRANSPORT-1
ip address 192.168.6.21 255.255.255.252
no ip redirects
no ip unreachables
no ip proxy-arp
negotiation auto
no mop enabled
no lldp transmit
no lldp receive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INTERFACE-G0/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description Internet Connection
附录 B：路由器配置

2015 年 3 月

246

bandwidth 100000
vrf forwarding IWAN-TRANSPORT-2
ip address dhcp
no ip redirects
no ip unreachables
no ip proxy-arp
ip nat outside
zone-member security OUTSIDE
ip policy route-map INET-INTERNAL
negotiation auto
no cdp enable
no mop enabled
no lldp transmit
no lldp receive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INTERFACE-G0/0/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
description RS31-A3650 Gig1/0/48
no ip address
negotiation auto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64
description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4
ip address 10.7.130.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nat inside
ip pim sparse-mode
no cdp enabl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65
description Wireless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5
ip address 10.7.132.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nat inside
ip pim sparse-mode
no cdp enabl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69
description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69
ip address 10.7.131.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nat inside
ip pim sparse-mode
no cdp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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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70
description Wireless Voice encapsulation dot1Q 70
ip address 10.7.133.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nat inside
ip pim sparse-mode
no cdp enable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80
description GUEST-NET
encapsulation dot1Q 80
vrf forwarding IWAN-GUEST
ip address 192.168.192.1 255.255.255.0
ip nat inside
zone-member security GUEST
!
!
!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
af-interface default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
af-interface Tunnel10
summary-address 10.7.128.0 255.255.248.0
authentication mode md5
authentication key-chain WAN-KEY
hello-interval 20
hold-time 60
no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
af-interface Tunnel11
summary-address 10.7.128.0 255.255.248.0
authentication mode md5
authentication key-chain WAN-KEY
hello-interval 20
hold-time 60
no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
topology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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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11
exit-af-topology
network 10.6.34.0 0.0.1.255
network 10.6.36.0 0.0.1.255
network 10.7.0.0 0.0.255.255
network 10.255.0.0 0.0.255.255
eigrp router-id 10.255.241.31
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redistributed exit-address-family

!
!
!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NA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overload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GUEST-NAT-AUTH interface Tunnel10 vrf IWAN-GUEST
overload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GUEST-NAT-INE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vrf
IWAN-GUEST overload
ip
no
ip
ip
ip
ip
ip
ip
ip
ip
ip

forward-protocol nd
ip http server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http secure-server
http secure-trustpoint TP-self-signed-1487794786
http client secure-trustpoint TP-self-signed-1487794786
pim autorp listener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route 10.0.0.0 255.0.0.0 Null0 254
route 192.168.192.0 255.255.255.0 GigabitEthernet0/0/2.80
route 192.168.255.13 255.255.255.255 Loopback192

ip
ip
ip
ip

route
route
route
route

vrf IWAN-TRANSPORT-1 0.0.0.0 0.0.0.0 192.168.6.22
vrf IWAN-GUEST 192.168.144.0 255.255.255.0 Tunnel10 10.6.34.1 global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vrf IWAN-GUEST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ip tacacs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
!
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IN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permit icmp any any ttl-exceeded
permit icmp any any port-unreachable
permit udp any any gt 1023 ttl eq 1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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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IN
permit es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OUT
permit es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RE-IN
permit gre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AUTH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192.168.144.0 0.0.0.255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CMP-IN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CMP-OUT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N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192.168.144.0 0.0.0.255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NET
deny
ip 192.168.192.0 0.0.0.255 192.168.144.0 0.0.0.255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OUT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SAKMP
permit udp any eq isakmp any eq isakmp
ip access-list extended NAT-LOCAL
permit ip 10.7.128.0 0.0.7.255 any
!
no service-routing capabilities-manager
!
route-map GUEST-NAT-AUTH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GUEST-AUTH
match interface Tunnel10
!
route-map GUEST-NAT-INET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GUEST-INET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附录 B：路由器配置

2015 年 3 月

250

!
route-map BLOCK-DEFAULT permit 10
description block only the default route inbound from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ALL-EXCEPT-DEFAULT
!
route-map INET-INTERNAL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turn routing for Local Internet Access
match ip address INTERNAL-NETS
set global
!
route-map NAT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NAT-LOCAL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
route-tag notation dotted-decimal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0
snmp ifmib ifindex persist
!
tacacs server TACACS-SERVER-1
address ipv4 10.4.48.15
key 7 0235015819031B0A4957
!
!
!
control-plane
!
!
line con 0
logging synchronous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stopbits 1
line aux 0
stopbits 1
line vty 0
exec-timeout 0 0
no activation-character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transport input ssh
stopbits 1
line vty 1 4
exec-timeout 0 0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transport input ssh
line vty 5 15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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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input ssh
!
ntp source Loopback0
ntp server 10.4.48.17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1 DISABLED"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1 ENABLED"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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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DIA 的双路由器混合设计
本部分显示双路由器混合设计中辅助路由器的配置。
图 96 - 双路由器混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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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32-4451X-2 辅助路由器

version 15.5
no service pad
service tcp-keepalives-in
service tcp-keepalives-out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no platform punt-keepalive disable-kernel-core
!
hostname RS32-4451X-2
!
boot-start-marker
boot-end-marker
!
aqm-register-fnf
!
vrf definition IWAN-TRANSPORT-2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
vrf definition Mgmt-intf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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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family ipv6
exit-address-family
!
enable secret 5 $1$S7wW$LwAu9mADPzeXE.yQjFmIc1
!
aaa new-model
!
!
aaa group server tacacs+ TACACS-SERVERS
server name TACACS-SERVER-1
!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console
aaa authorization exec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
!
aaa session-id common
clock timezone PST -8 0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
!
!
ip domain name cisco.local
ip multicast-routing distributed
!
!
!
!
subscriber templating
!
multilink bundle-name authenticated
!
flow record Record-FNF-IWAN
description Flexible NetFlow for IWAN Monitoring
match ipv4 tos
match ipv4 protocol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match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match transport source-port
match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match interface input
match flow direction
collect routing source as
collect routing destination as
collect routing next-hop address ipv4
collect ipv4 dscp
collect ipv4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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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 ipv4 source prefix
collect ipv4 source mask
collect ipv4 destination mask
collect transport tcp flags
collect interface output
collect flow sampler
collect counter bytes
collect counter packets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first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last
collect application name
!
!
flow exporter Export-FNF-LiveAction
description FNFv9 with LiveAction
destination 10.4.48.178
source Loopback0
transport udp 2055
option application-attributes
option interface-table
option application-table
!
!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description IWAN Traffic Analysis
exporter Export-FNF-LiveAction
cache timeout inactive 10
cache timeout active 60
record Record-FNF-IWAN
!
!
domain iwan
vrf default
border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master 10.255.241.32
password 7 08221D5D0A16544541
collector 10.4.48.178 port 2055
!
!
key chain WAN-KEY
key 1
key-string 7 110A4816141D5A5E57
!
!
crypto pki trustpoint TP-self-signed-98238700
enrollment self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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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name cn=IOS-Self-Signed-Certificate-98238700
revocation-check none
rsakeypair TP-self-signed-98238700
!
!
!
license udi pid ISR4451-X/K9 sn FOC175097J7
license accept end user agreement
license boot level appxk9
license boot level uck9
license boot level securityk9
spanning-tree extend system-id
!
username admin secret 5 $1$SnKm$ibEw/1V702JMAMj/C/qzs.
!
redundancy
mode none
!
!
!
crypto ikev2 keyring DMVPN-KEYRING-2
peer ANY
address 0.0.0.0 0.0.0.0
pre-shared-key c1sco123
!
!
!
crypto ikev2 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2
match fvrf IWAN-TRANSPORT-2
match identity remote address 0.0.0.0
authentication remote pre-share
authentication local pre-share
keyring local DMVPN-KEYRING-2
!
crypto ikev2 dpd 40 5 on-demand
!
!
!
track 80 interface Tunnel11 line-protocol
delay up 20
!
ip
ip
ip
ip
ip
!

ftp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tftp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ssh version 2
scp server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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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p type appnav match-any MAPI
match protocol mapi
class-map match-any STREAMING-VIDEO
match dscp af31 af32 cs5
class-map match-any INTERACTIVE-VIDEO
match dscp cs4 af41 af42
class-map match-any CRITICAL-DATA
match dscp af11 af21
class-map match-any NET-CTRL-MGMT
match dscp cs2 cs6
match access-group name ISAKMP
class-map match-any VOICE
match dscp ef
class-map match-any SCAVENGER
match dscp cs1
class-map match-any CALL-SIGNALING
match dscp cs3
!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protocol icm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tcp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
policy-map WAN
class INTERACTIVE-VIDEO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30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41
class STREAMING-VIDEO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0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41
class NET-CTRL-MGMT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5
set dscp c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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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CALL-SIGNALING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4
set dscp af41
class CRITICAL-DATA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25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21
class SCAVENGER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
set dscp af11
class VOICE
priority level 1
police cir percent 10
set dscp ef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25
random-detect
set dscp default
policy-map WAN-INTERFACE-G0/0/0
class class-default
shape average 300000000
service-policy WAN
!
policy-map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IN-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IN-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OUT-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OUT-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
!
zone security default
zone security OUTSIDE
zone-pair security FROM-ROUTER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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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IN_OUT source default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TO-ROUTER source OUTSIDE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
crypto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 replay window-size 512
!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esp-aes 256 esp-sha-hmac
mode transport
!
crypto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2
set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set ikev2-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2
!
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10.255.242.32 255.255.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Port-channel2
description Link to RS32-A3850
no ip address
no negotiation auto
!
interface Port-channel2.64
description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4
ip address 10.7.146.3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nat inside
ip pim dr-priority 105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1
ip 10.7.146.1
standby 1 priority 105
standby 1 preempt
standby 1 authentication md5 key-string 7 06055E324F41584B56
!
!
interface Port-channel2.99
description Transit Net
encapsulation dot1Q 99
ip address 10.7.144.10 255.255.255.252
ip nat inside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Tunnel11
bandwidth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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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address 10.6.36.32 255.255.254.0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input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output
ip pim dr-priority 0
ip pim sparse-mode
ip nhrp authentication cisco123
ip nhrp group RS-GROUP-300MBPS
ip nhrp network-id 102
ip nhrp holdtime 600
ip nhrp nhs 10.6.36.1 nbma 172.16.140.1 multicast
ip nhrp registration no-unique
ip nhrp shortcut
ip tcp adjust-mss 1360 if-state nhrp
tunnel 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key 102
tunnel vrf IWAN-TRANSPORT-2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2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bandwidth 300000
vrf forwarding IWAN-TRANSPORT-2
ip address dhcp
no ip redirects
no ip unreachables
no ip proxy-arp
ip nat outside
zone-member security OUTSIDE
ip policy route-map INET-INTERNAL
negotiation auto
no cdp enable
no mop enabled
no lldp transmit
no lldp receive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INTERFACE-G0/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no ip address
negotiation auto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
description RS32-A3850 (gig 2/0/24)
no ip address
negotiation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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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group 2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3
description RS32-A3850 (gig 1/0/24)
no ip address
negotiation auto
channel-group 2
!
!
!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
af-interface default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
af-interface Port-channel2.99
authentication mode md5
authentication key-chain WAN-KEY
no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
af-interface Tunnel11
summary-address 10.7.144.0 255.255.248.0
authentication mode md5
authentication key-chain WAN-KEY
no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11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ROUTE-LIST out Tunnel11
redistribute static route-map STATIC-IN
exit-af-topology
network 10.6.36.0 0.0.1.255
network 10.7.0.0 0.0.255.255
network 10.255.0.0 0.0.255.255
eigrp router-id 10.255.242.32
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redistributed leak-map STUB-LEAK-ALL
exit-address-family
!
!
!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NA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overload
ip forward-protocol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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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ip http server
ip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ip http secure-server
ip http secure-trustpoint TP-self-signed-98238700
ip http client secure-trustpoint TP-self-signed-98238700
ip pim autorp listener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ip route 10.0.0.0 255.0.0.0 Null0 254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
!
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ip access-list standard DEFAULT-ONLY
permit 0.0.0.0
ip access-list standard STATIC-ROUTE-LIST
permit 10.7.146.9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IN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permit icmp any any ttl-exceeded
permit icmp any any port-unreachable
permit udp any any gt 1023 ttl eq 1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IN
permit es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OUT
permit es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RE-IN
permit gre any any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SAKMP
permit udp any eq isakmp any eq isakmp
ip access-list extended NAT-LOCAL
permit ip 10.7.144.0 0.0.7.255 a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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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ervice-routing capabilities-manager
!
route-map BLOCK-DEFAULT permit 10
description block only the default route inbound from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ALL-EXCEPT-DEFAULT
!
route-map STATIC-IN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distribute local default route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
route-map STATIC-IN permit 30
match ip address STATIC-ROUTE-LIST
!
route-map INET-INTERNAL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turn routing for Local Internet Access
match ip address INTERNAL-NETS
set global
!
route-map STUB-LEAK-ALL permit 100
description Leak all routes to neighbors
!
route-map NAT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NAT-LOCAL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
route-map ROUTE-LIST deny 10
description Block readvertisement of learned WAN routes
match tag 10.6.34.0 10.6.36.0
!
route-map ROUTE-LIST deny 20
description Block advertisement of Local Internet Default route out to WAN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
route-map ROUTE-LIST permit 100
description Advertise all other routes
!
route-tag notation dotted-decimal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0
snmp ifmib ifindex persist
!
tacacs server TACACS-SERVER-1
address ipv4 10.4.48.15
key 7 15210E0F162F3F0F2D2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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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con 0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stopbits 1
line aux 0
stopbits 1
line vty 0 4
exec-timeout 0 0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transport input ssh
line vty 5 15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transport input ssh
!
ntp source Loopback0
ntp server 10.4.48.17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
end

附录 B：路由器配置

2015 年 3 月

264

带访客接入的单路由器双互联网设计
此配置显示的是内部员工 DIA 和访客接入 DIA。此外还显示了用于 ISP 黑洞路由检测的全部三个选项。
图 97 - 但路由器双互联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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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33-4451X
version 15.5
no service pad
service tcp-keepalives-in
service tcp-keepalives-out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no platform punt-keepalive disable-kernel-core
!
hostname RS33-4451X
!
boot-start-marker
boot-end-marker
!
!
vrf definition IWAN-GUEST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
vrf definition IWAN-TRANSPORT-3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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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f definition IWAN-TRANSPORT-4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
vrf definition Mgmt-intf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
address-family ipv6
exit-address-family
!
enable secret 5 $1$DX0n$4Uc9nQzr3IlgstXP5LPtZ0
!
aaa new-model
!
aaa group server tacacs+ TACACS-SERVERS
server name TACACS-SERVER-1
!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console
aaa authorization exec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
!
aaa session-id common
clock timezone PST -8 0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
!
ip domain name cisco.local
!
ip multicast-routing distributed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vrf IWAN-GUEST 192.168.192.1 192.168.192.19
!
ip dhcp pool IWAN-GUEST
vrf IWAN-GUEST
network 192.168.192.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92.168.192.1
dns-server 8.8.8.8
!
!
parameter-map type inspect global
log dropped-packets
multilink bundle-name authentica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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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record Record-FNF-IWAN
description Flexible NetFlow for IWAN Monitoring
match ipv4 tos
match ipv4 protocol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match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match transport source-port
match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match interface input
match flow direction
collect routing source as
collect routing destination as
collect routing next-hop address ipv4
collect ipv4 dscp
collect ipv4 id
collect ipv4 source prefix
collect ipv4 source mask
collect ipv4 destination mask
collect transport tcp flags
collect interface output
collect flow sampler
collect counter bytes
collect counter packets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first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last
collect application name
!
!
flow exporter Export-FNF-LiveAction
description FNFv9 with LiveAction
destination 10.4.48.178
source Loopback0
transport udp 2055
option interface-table
option application-table
option application-attributes
!
!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description IWAN Traffic Analysis
exporter Export-FNF-LiveAction
cache timeout inactive 10
cache timeout active 60
record Record-FNF-IWAN
!
!
附录 B：路由器配置

2015 年 3 月

267

domain iwan2
vrf default
border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master local
password 7 130646010803557878
collector 10.4.48.178 port 2055
master branc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password 7 141443180F0B7B7977
hub 10.6.32.252
collector 10.4.48.178 port 2055
!
!
key chain WAN-KEY
key 1
key-string 7 110A4816141D5A5E57
!
!
crypto pki trustpoint TP-self-signed-3027894822
enrollment selfsigned
subject-name cn=IOS-Self-Signed-Certificate-3027894822
revocation-check none
rsakeypair TP-self-signed-3027894822
!
crypto pki trustpoint IWAN-CA
enrollment url http://172.16.140.110:80
serial-number none
fqdn RS33-4451X.cisco.local
ip-address 10.255.243.33
fingerprint 75BEF6259A9876CF6F341FE586D4A5D8
vrf IWAN-TRANSPORT-4
revocation-check none
rsakeypair IWAN-CA-KEYS 2048 2048
!
!
license udi pid ISR4451-X/K9 sn FOC182638DU
license accept end user agreement
license boot level securityk9
spanning-tree extend system-id
!
username admin secret 5 $1$xNG3$A2SQaof3YNJ/DiBhTFjjC.
!
crypto ikev2 keyring DMVPN-KEYRING-3
peer ANY
address 0.0.0.0 0.0.0.0
pre-shared-key c1sco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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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pto ikev2 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3
match fvrf IWAN-TRANSPORT-3
match identity remote address 0.0.0.0
authentication remote pre-share
authentication local pre-share
keyring local DMVPN-KEYRING-3
!
crypto ikev2 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4
match fvrf IWAN-TRANSPORT-4
match identity remote address 0.0.0.0
authentication remote rsa-sig
authentication local rsa-sig
pki trustpoint IWAN-CA
!
crypto ikev2 dpd 40 5 on-demand
!
track 60 ip sla 110 reachability
!
track 61 ip sla 111 reachability
!
track 70 ip sla 115 reachability
!
track 71 ip sla 116 reachability
!
track 72 ip sla 117 reachability
!
track 73 ip sla 118 reachability
!
track 74 ip sla 119 reachability
!
track 80 interface Tunnel20 line-protocol
delay up 20
!
track 100 list boolean or
object 60
object 61
object 70
object 71
object 72
object 73
object 74
object 80
!
ip ftp username cisco
ip ftp password 7 045802150C2E
ip tftp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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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ip ssh version 2
ip scp server enable
!
!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RTR-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IN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RTR-GUEST-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CMP-OUT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RTR-DHC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IN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RTR-GUEST-DHC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DHCP-OUT
!
class-map match-any STREAMING-VIDEO
match dscp af31 af32 cs5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protocol icm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tcp
class-map match-any INTERACTIVE-VIDEO
match dscp cs4 af41 af42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TO-IN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tc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icm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IN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class-map match-any CRITICAL-DATA
match dscp af11 af21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class-map match-any NET-CTRL-MGMT
match dscp cs2 cs6
match access-group name ISAKMP
class-map match-any VOICE
match dscp ef
class-map match-any SCAVENGER
match dscp cs1
class-map match-any JABBER-VIDEO
match access-group 101
class-map match-any JABBER-VOICE
match access-group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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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p match-any CALL-SIGNALING
match dscp cs3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GUEST-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dns
match protocol http
match protocol http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UEST-OUT
!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IN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RTR-DHCP
		pass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RTR-ICMP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OUT
class type inspect RTR-GUEST-DHCP
		pass
class type inspect RTR-GUEST-ICMP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IN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RTR-DHCP
		pass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RTR-ICMP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
policy-map WAN
class INTERACTIVE-VIDEO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30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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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STREAMING-VIDEO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0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41
class NET-CTRL-MGMT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5
set dscp cs6
class CALL-SIGNALING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4
set dscp af41
class CRITICAL-DATA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25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21
class SCAVENGER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
set dscp af11
class VOICE
priority level 1
police cir percent 10
set dscp ef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25
random-detect
set dscp default
policy-map WAN-INTERFACE-G0/0/1
class class-default
shape average 100000000
service-policy WAN
policy-map WAN-INTERFACE-G0/0/0
class class-default
shape average 200000000
service-policy WAN
policy-map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IN-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IN-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OU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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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OUT-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
zone security OUTSIDE-A
zone security OUTSIDE-B
zone security GUEST
zone security default
!
zone-pair security FROM-ROUTER-A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OUTSIDE-A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FROM-ROUTER-B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OUTSIDE-B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GUEST-IN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default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TO-IN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GUEST-OUT-A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OUTSIDE-A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TO-OUT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GUEST-OUT-B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OUTSIDE-B
zone-pair security IN_OUT-A source default destination OUTSIDE-A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IN_OUT-B source default destination OUTSIDE-B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TO-ROUTER-A source OUTSIDE-A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TO-ROUTER-B source OUTSIDE-B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GUEST-RTR-IN source GUEST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IN
zone-pair security RTR-GUEST-OUT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GUEST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GUEST-SELF-POLICY-OUT
!
crypto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 replay window-size 512
!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esp-aes 256 esp-sha-hmac
mode transport
!
crypto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3
set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set ikev2-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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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4
set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set ikev2-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4
!
!
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10.255.243.33 255.255.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Loopback192
description GUEST-NET LOOPBACK
vrf forwarding IWAN-GUEST
ip address 192.168.255.13 255.255.255.255
!
interface Tunnel20
bandwidth 200000
ip address 10.6.38.33 255.255.254.0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nat outside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input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output
ip pim dr-priority 0
ip pim sparse-mode
ip nhrp authentication cisco123
ip nhrp group RS-GROUP-200MBPS
ip nhrp network-id 201
ip nhrp holdtime 600
ip nhrp nhs 10.6.38.1 nbma 172.16.140.11 multicast
ip nhrp registration no-unique
ip nhrp shortcut
ip tcp adjust-mss 1360 if-state nhrp
tunnel 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key 201
tunnel vrf IWAN-TRANSPORT-3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3
!
interface Tunnel21
bandwidth 100000
ip address 10.6.40.33 255.255.254.0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input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output
ip pim dr-priorit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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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pim sparse-mode
ip nhrp authentication cisco123
ip nhrp group RS-GROUP-100MBPS
ip nhrp network-id 202
ip nhrp holdtime 600
ip nhrp nhs 10.6.40.1 nbma 172.17.140.11 multicast
ip nhrp registration no-unique
ip nhrp shortcut
ip tcp adjust-mss 1360
if-state nhrp
tunnel source GigabitEthernet0/0/1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key 202
tunnel vrf IWAN-TRANSPORT-4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4
!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bandwidth 200000
vrf forwarding IWAN-TRANSPORT-3
ip address dhcp
no ip redirects
no ip unreachables
no ip proxy-arp
ip nat outside
zone-member security OUTSIDE-A
ip policy route-map INET-INTERNAL
media-type rj45
negotiation auto
no cdp enable
no mop enabled
no lldp transmit
no lldp receive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INTERFACE-G0/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bandwidth 100000
vrf forwarding IWAN-TRANSPORT-4
ip address dhcp
no ip redirects
no ip unreachables
no ip proxy-arp
ip nat outside
zone-member security OUTSIDE-B
ip policy route-map INET-INTERNAL
media-type rj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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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otiation auto
no cdp enable
no mop enabled
no lldp transmit
no lldp receive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INTERFACE-G0/0/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
description RS33-A2960X Gig1/0/48
no ip address
media-type rj45
negotiation auto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64
encapsulation dot1Q 64
ip address 10.7.162.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nat inside
ip pim sparse-mode
no cdp enable
!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80
description GUEST-NET
encapsulation dot1Q 80
vrf forwarding IWAN-GUEST
ip address 192.168.192.1 255.255.255.0
ip nat inside
zone-member security GUEST
!
!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
af-interface default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
af-interface Tunnel20
summary-address 10.7.160.0 255.255.248.0
authentication mode md5
authentication key-chain WAN-KEY
hello-interval 20
hold-time 60
no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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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interface Tunnel21
summary-address 10.7.160.0 255.255.248.0
authentication mode md5
authentication key-chain WAN-KEY
hello-interval 20
hold-time 60
no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20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21
exit-af-topology
network 10.6.38.0 0.0.1.255
network 10.6.40.0 0.0.1.255
network 10.7.0.0 0.0.255.255
network 10.255.0.0 0.0.255.255
eigrp router-id 10.255.243.33
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redistributed
exit-address-family
!
!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ISP-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overload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ISP-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overload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GUEST-NAT-AUTH interface Tunnel20 vrf IWAN-GUEST
overload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GUEST-NAT-INE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vrf
IWAN-GUEST overload
ip forward-protocol nd
no ip http server
ip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ip http secure-server
ip http secure-trustpoint TP-self-signed-3027894822
ip http client secure-trustpoint TP-self-signed-3027894822 ip pim autorp listener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ip route 10.0.0.0 255.0.0.0 Null0 254
ip route 192.168.192.0 255.255.255.0 GigabitEthernet0/0/2.80
ip route 192.168.255.13 255.255.255.255 Loopback192
ip route vrf IWAN-GUEST 10.4.48.0 255.255.255.0 Tunnel20 10.6.38.1 global
ip route vrf IWAN-GUEST 192.168.144.0 255.255.255.0 Tunnel20 10.6.38.1 global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1 dhcp 15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ip route vrf IWAN-GUEST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ip tacacs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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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IN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permit icmp any any ttl-exceeded
permit icmp any any port-unreachable
permit udp any any gt 1023 ttl eq 1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permit tcp any any eq 8080
permit udp any any eq domain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IN
permit esp any any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OUT
permit esp any any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RE-IN
permit gre any any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AUTH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192.168.144.0 0.0.0.255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10.4.48.0 0.0.0.255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CMP-IN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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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CMP-OUT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N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10.4.48.0 0.0.0.255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192.168.144.0 0.0.0.255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INET
deny
ip 192.168.192.0 0.0.0.255 192.168.144.0 0.0.0.255
deny
ip 192.168.192.0 0.0.0.255 10.4.48.0 0.0.0.255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any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UEST-OUT
permit ip 192.168.192.0 0.0.0.255 any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NTERNAL-NETS
permit ip any 10.0.0.0 0.255.255.255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SAKMP
permit udp any eq isakmp any eq isakmp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NAT
permit ip 10.7.160.0 0.0.7.255 any
!
ip sla 110
icmp-echo 172.18.1.253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vrf IWAN-TRANSPORT-3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0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ip sla 111
icmp-echo 172.18.1.254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vrf IWAN-TRANSPORT-3
threshold 1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1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dns d.root-servers.net name-server 199.7.91.13
vrf IWAN-TRANSPORT-3
tag EAST-ROOT-DNS-PROBE-1
threshold 1000
timeout 3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8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ip sla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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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b.root-servers.net name-server 192.228.79.201
vrf IWAN-TRANSPORT-3
tag WEST-ROOT-DNS-PROBE-2
threshold 1000
timeout 3000
frequency 15
ip sla schedule 119 life forever start-time now
no service-routing capabilities-manager
!
route-map GUEST-NAT-AUTH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GUEST-AUTH
match interface Tunnel20
!
route-map GUEST-NAT-INET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GUEST-INET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
route-map ISP-B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NAT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
route-map ISP-A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NAT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
route-map BLOCK-DEFAULT permit 10
description block only the default route inbound from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ALL-EXCEPT-DEFAULT
!
route-map INET-INTERNAL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turn routing for Local Internet Access
match ip address INTERNAL-NETS
set global
!
route-tag notation dotted-decimal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0
snmp ifmib ifindex persist
!
tacacs server TACACS-SERVER-1
address ipv4 10.4.48.15
key 7 0235015819031B0A4957
!
!
line con 0
logging synchro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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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stopbits 1
line aux 0
stopbits 1
line vty 0
exec-timeout 0 0
no activation-character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transport input ssh
stopbits 1
line vty 1 4
exec-timeout 0 0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transport input ssh
line vty 5 15
exec-timeout 0 0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transport input ssh
!
ntp source Loopback0
ntp server 10.4.48.17
!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IPSLA
event track 10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IPSLA
event track 10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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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路由器双互联网
此部分显示采用 DIA 的双路由器双互联网远程站点中的全部两个路由器的配置。
图 98 - 双路由器双互联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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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34-4451X-1 主路由器
version 15.5
no service pad
service tcp-keepalives-in
service tcp-keepalives-out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datetime msec localtime
no platform punt-keepalive disable-kernel-core
!
hostname RS34-4451X-1
!
boot-start-marker
boot-end-marker
!
!
vrf definition IWAN-TRANSPORT-3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
vrf definition Mgmt-intf
!
address-family ipv4
exit-address-family
!
address-family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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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address-family
!
enable secret 5 $1$S7wW$LwAu9mADPzeXE.yQjFmIc1
!
aaa new-model
!
!
aaa group server tacacs+ TACACS-SERVERS
server name TACACS-SERVER-1
!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console
aaa authorization exec default group TACACS-SERVERS local
!
aaa session-id common
clock timezone PST -8 0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
!
!
ip domain name cisco.local
ip multicast-routing distributed
!
!
parameter-map type inspect global
log dropped-packets
multilink bundle-name authenticated
!
flow record Record-FNF-IWAN
description Flexible NetFlow for IWAN Monitoring
match ipv4 tos
match ipv4 protocol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match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match transport source-port
match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match interface input
match flow direction
collect routing source as
collect routing destination as
collect routing next-hop address ipv4
collect ipv4 dscp
collect ipv4 id
collect ipv4 source prefix
collect ipv4 source mask
collect ipv4 destination mask
collect transport tcp fl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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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 interface output
collect flow sampler
collect counter bytes
collect counter packets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first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last
collect application name
!
!
flow exporter Export-FNF-LiveAction
description FNFv9 with LiveAction
destination 10.4.48.178
source Loopback0
transport udp 2055
option interface-table
option application-table
option application-attributes
!
!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description IWAN Traffic Analysis
exporter Export-FNF-LiveAction
cache timeout inactive 10
cache timeout active 60
record Record-FNF-IWAN
!
!
domain iwan2
vrf default
border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master local
password c1sco123
collector 10.4.48.178 port 2055
master branc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password c1sco123
hub 10.6.32.252
collector 10.4.48.178 port 2055
!
!
key chain WAN-KEY
key 1
key-string 7 110A4816141D5A5E57
!
!
crypto pki trustpoint TP-self-signed-332140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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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ollment selfsigned
subject-name cn=IOS-Self-Signed-Certificate-3321404653
revocation-check none
rsakeypair TP-self-signed-3321404653
!
no watchdog
!
license udi pid ISR4451-X/K9 sn FOC1832ACNH
spanning-tree extend system-id
!
username admin secret 5 $1$yCu6$q6emTtaou/8c6tnJVFqul0
!
redundancy
mode none
!
!
!
crypto ikev2 keyring DMVPN-KEYRING-3
peer ANY
address 0.0.0.0 0.0.0.0
pre-shared-key c1sco123
!
!
!
crypto ikev2 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3
match fvrf IWAN-TRANSPORT-3
match identity remote address 0.0.0.0
authentication remote pre-share
authentication local pre-share
keyring local DMVPN-KEYRING-3
!
crypto ikev2 dpd 40 5 on-demand
!
!
!
track 50 interface Tunnel20 line-protocol
delay up 20
!
track 80 interface Tunnel20 line-protocol
delay up 20
!
ip ftp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ip tftp sourc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
ip ssh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ip ssh version 2
ip scp server en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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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p match-any STREAMING-VIDEO
match dscp af31 af32 cs5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IDE-TO-OUTSIDE-CLASS
match protocol ftp
match protocol icmp
match protocol udp
match protocol tcp
class-map match-any INTERACTIVE-VIDEO
match dscp cs4 af41 af42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OUT
class-map match-any CRITICAL-DATA
match dscp af11 af21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IN
match access-group name GRE-IN
class-map match-any NET-CTRL-MGMT
match dscp cs2 cs6
match access-group name ISAKMP
class-map match-any VOICE
match dscp ef
class-map match-any SCAVENGER
match dscp cs1
class-map match-any JABBER-VIDEO
match access-group 101
class-map match-any JABBER-VOICE
match access-group 100
class-map match-any CALL-SIGNALING
match dscp cs3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PASS-ACL-OUT-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ESP-OUT
match access-group name DHCP-OUT
class-map type inspect match-any INSPECT-ACL-IN-CLASS
match access-group name ACL-RTR-IN
!
policy-map WAN
class INTERACTIVE-VIDEO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30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41
class STREAMING-VIDEO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0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41
class NET-CTRL-MGMT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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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dscp cs6
class CALL-SIGNALING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4
set dscp af41
class CRITICAL-DATA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25
random-detect dscp-based
set dscp af21
class SCAVENGER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1
set dscp af11
class VOICE priority level 1
police cir percent 10
set dscp ef
class class-default
bandwidth remaining percent 25
random-detect
set dscp default
policy-map WAN-INTERFACE-G0/0/0
class class-default
shape average 300000000
service-policy WAN
policy-map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CLASS
inspect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IN-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IN-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policy-map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class type inspect INSPECT-ACL-OUT-CLASS
		inspect
class type inspect PASS-ACL-OUT-CLASS
		pass
class class-default
		drop
!
!
zone security default
zone security OUTSIDE
zone-pair security FROM-ROUTER source self destination OUTSIDE
附录 B：路由器配置

2015 年 3 月

287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OUT-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IN_OUT source default destination OUTSIDE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INSIDE-TO-OUTSIDE-POLICY
zone-pair security TO-ROUTER source OUTSIDE destination self
service-policy type inspect ACL-IN-POLICY
!
crypto ipsec security-association replay window-size 512
!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esp-aes 256 esp-sha-hmac
mode transport
!
crypto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3
set transform-set AES256/SHA/TRANSPORT
set ikev2-profile FVRF-IKEv2-IWAN-TRANSPORT-3
!
interface Loopback0
ip address 10.255.243.34 255.255.255.255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Port-channel1
no ip address
no negotiation auto
!
interface Port-channel1.64
description Data
encapsulation dot1Q 64
ip address 10.7.178.2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4.48.10
ip nat inside
ip pim dr-priority 110
ip pim sparse-mode standby 1
ip 10.7.178.1
standby 1 priority 110
standby 1 preempt
standby 1 authentication md5 key-string c1sco123
standby 1 track 50 decrement 10
service-policy input Ingress-LAN-Mark
!
!
interface Port-channel1.99
description Transit Net
encapsulation dot1Q 99
ip address 10.7.176.9 255.255.255.252
ip nat inside
ip pim sparse-mode
!
interface Tunne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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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width 300000
ip address 10.6.38.34 255.255.254.0
no ip redirects ip mtu 1400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input
ip flow monitor Monitor-FNF-IWAN output
ip pim dr-priority 0
ip pim sparse-mode
ip nhrp authentication cisco123
ip nhrp group RS-GROUP-300MBPS
ip nhrp network-id 201
ip nhrp holdtime 600
ip nhrp nhs 10.6.38.1 nbma 172.16.140.11 multicast
ip nhrp registration no-unique
ip nhrp shortcut
ip tcp adjust-mss 1360
if-state nhrp
tunnel 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tunnel key 201
tunnel vrf IWAN-TRANSPORT-3
tunnel protection ipsec profile DMVPN-PROFILE-TRANSPORT-3
!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bandwidth 300000
vrf forwarding IWAN-TRANSPORT-3
ip address dhcp
no ip redirects
no ip unreachables
no ip proxy-arp
ip nat outside
zone-member security OUTSIDE
media-type rj45
negotiation auto
no cdp enable
no mop enabled
no lldp transmit
no lldp receive
service-policy output WAN-INTERFACE-G0/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1
no ip address
media-type rj45
negotiation auto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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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RS34-A3650 (gig2/1/3)
no ip address
media-type rj45
negotiation auto
channel-group 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3
description RS34-A3650 (gig1/1/3)
no ip address
media-type rj45
negotiation auto
channel-group 1
!
!
router eigrp IWAN-EIGRP
!
address-family ipv4 unicast autonomous-system 400
!
af-interface default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
af-interface Port-channel1.99
authentication mode md5
authentication key-chain WAN-KEY
no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
af-interface Tunnel20
summary-address 10.7.176.0 255.255.248.0
authentication mode md5
authentication key-chain WAN-KEY
hello-interval 20
hold-time 60
no passive-interface
exit-af-interface
!
topology base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BLOCK-DEFAULT in Tunnel20
		distribute-list route-map ROUTE-LIST out Tunnel20
		redistribute static route-map STATIC-IN
exit-af-topology
network 10.6.38.0 0.0.1.255
network 10.7.0.0 0.0.255.255
network 10.255.0.0 0.0.255.255
eigrp router-id 10.255.243.14
eigrp stub connected summary redistributed leak-map STUB-LEAK-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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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address-family
!
!
!
ip nat inside source route-map NA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overload
ip forward-protocol nd
no ip http server
ip http authentication aaa
ip http secure-server
ip http secure-trustpoint TP-self-signed-3321404653
ip http client secure-trustpoint TP-self-signed-3321404653
ip pim autorp listener
ip pim register-source Loopback0
ip route 10.0.0.0 255.0.0.0 Null0 254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ip tacacs source-interface Loopback0
!
!
ip access-list standard ALL-EXCEPT-DEFAULT
deny
0.0.0.0
permit any
ip access-list standard DEFAULT-ONLY
permit 0.0.0.0
ip access-list standard STATIC-ROUTE-LIST
permit 10.7.178.8
!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IN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
permit icmp any any echo-reply
permit icmp any any ttl-exceeded
permit icmp any any port-unreachable
permit udp any any gt 1023 ttl eq 1
ip access-list extended ACL-RTR-OUT
permit udp any any eq non500-isakmp
permit udp any any eq isakmp
permit icm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IN
permit udp any eq bootps any eq bootpc
ip access-list extended DHCP-OUT
permit udp any eq bootpc any eq bootps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IN
permit es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ESP-OUT
permit esp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G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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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it gre any any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NTERNAL-NETS
permit ip any 10.0.0.0 0.255.255.255
ip access-list extended ISAKMP
permit udp any eq isakmp any eq isakmp
ip access-list extended NAT-LOCAL
permit ip 10.7.176.0 0.0.7.255 any
!
no service-routing capabilities-manager
!
route-map BLOCK-DEFAULT permit 10
description block only the default route inbound from the WAN
match ip address ALL-EXCEPT-DEFAULT
!
route-map STATIC-IN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distribute local default route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
route-map STATIC-IN permit 30
match ip address STATIC-ROUTE-LIST
!
route-map INET-INTERNAL permit 10
description Return routing for Local Internet Access
match ip address INTERNAL-NETS
set global
!
route-map STUB-LEAK-ALL permit 100
description Leak all routes to neighbors
!
route-map NAT permit 10
match ip address NAT-LOCAL
ma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
route-map ROUTE-LIST deny 10
description Block readvertisement of learned WAN routes
match tag 10.6.38.0 10.6.40.0
!
route-map ROUTE-LIST deny 20
description Block advertisement of Local Internet Default route out to WAN
match ip address DEFAULT-ONLY
!
route-map ROUTE-LIST permit 100
description Advertise all other routes
!
route-tag notation dotted-decimal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123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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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server trap-source Loopback0
snmp ifmib ifindex persist
!
tacacs server TACACS-SERVER-1
address ipv4 10.4.48.15
key 7 15210E0F162F3F0F2D2A
!
!
!
control-plane
!
!
mgcp behavior rsip-range tgcp-only
mgcp behavior comedia-role none
mgcp behavior comedia-check-media-src disable
mgcp behavior comedia-sdp-force disable
!
mgcp profile default
!
!
line con 0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stopbits 1
line aux 0
stopbits 1
line vty 0 4
exec-timeout 0 0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transport input ssh
line vty 5 15
transport preferred none
transport input ssh
!
ntp source Loopback0
ntp server 10.4.48.17
event manager applet DIS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down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action 2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action 3 cli command "no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action 4 cli command "end"
action 99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DISABLED"
event manager applet ENABLE-IWAN-DIA-DEFAULT
description ISP Black hole Detection - Tunnel state
event track 80 state up
action 1 cli command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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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action
action
action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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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99

cli command "configure terminal"
cli command "ip route 0.0.0.0 0.0.0.0 GigabitEthernet0/0/0 dhcp 10"
cli command "end"
syslog msg "IWAN DIA DEFAULT IP ROUTE via GIG0/0/0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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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词汇表
AAA 身份验证、授权和记帐
ACL 访问控制列表
AD 管理距离
ARP 地址解析协议
AS 自治系统
ASR 思科汇聚多业务路由器
ATM 异步传输模式
AUP 可接受使用策略
BGP 边界网关协议
C3PL 思科常用分类策略语言
CAPWAP 无线接入点的控制和调配
CDP 思科发现协议
Cisco ASR 思科汇聚多业务路由器
Cisco ISR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Cisco IWAN 思科智能广域网
Cisco SRE 思科服务就绪引擎
CLI 命令行界面
CWA 集中 Web 身份验证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IA 直接互联网接入
DMVPN 动态多点虚拟专用网络
DMVPNv3 动态多点虚拟专用网络版本 3
DNS 域名系统
DoS 拒绝服务攻击
EEM Cisco IOS 嵌入式事件管理器
EIGRP 增强型内部网关路由协议
EoMPLS MPLS 以太网
FVRF 前门路由与转发
ICMP 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
IP 互联网协议
IPSLA 互联网协议服务级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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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 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P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R 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IWAN 思科智能广域网
LAN 局域网
LLDP 链路层发现协议
LWA 本地 Web 识别
mGRE 多点通用路由封装
MOP 维护操作协议
MPLS 多协议标签交换
MQC 模块化 QoS CLI
NAT 网络地址转换
NMS 网络管理系统
PAD 数据包汇编程序 / 反汇编程序服务
PAT 端口地址转换
PfR 性能路由
PfRv3 性能路由版本 3
PKI 公共密钥基础设施
Proxy ARP 代理地址解析协议
SRE 思科服务就绪引擎
TFTP 简单文件传输协议
VPLS 虚拟专用局域网服务
VRF 虚拟路由与转发
WAN 广域网
WLAN 无线局域网
WLC 无线局域网控制器
ZBFW 基于区域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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