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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当适合于对支持的组播应用例如Apple的Bonjour协议，本文在运行原理和配置提供信息为Cisco
Unified无线LAN解决方案。查询和宣布特定服务的此协议enable (event) Apple设备例如允许音频和
视频将动态地共享在设备之间的播放唱片。

Prerequisites

Requirements

There are no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this document.

Components Used

This document is not restricted to specific software and hardware versions.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was created from the devices in a specific lab environment.All of



the devices used in this document started with a cleared (default) configuration.If your network is
live, make sure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ny command.

Conventions

Refer to Cisco Technical Tips Conven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document conventions.

部署注意事项

Bonjour协议起作用允许设备要求和通告特定应用程序的服务公告和服务查询，例如：

印刷服务●

文件分享服务●

远程桌面服务●

iTunes文件分享●

iTunes无线iDevice同步(在Apple iOS v5.0+)●

播放唱片，提供这些放出服务：在iOS v4.2+的音乐广播在iOS v4.3+的视频广播在iOS v5.0+
(iPad2， iPhone4S或以上)的满屏的镜像

●

每个查询或通告被发送到发运的Bonjour组播地址对子网的所有客户端。Apple的Bonjour协议取决于
运行在UDP端口5353的组播DNS (mDNS)并且发送到这些预留组地址：

组地址的IPv4 - 224.0.0.251●

组地址的IPv6 - FF02::FB●

Bonjour协议使用的地址是本地链路组播地址和只因而转发在本地L2域。路由器不能使用组播路由重
定向数据流，因为存活时间(TTL)设置到一个，并且本地链路组播被认为坚持故意的本地。

配置控制器支持Bonjour

配置在单个VLAN的Bonjour设备

当配置在网络时的Bonjour，重要的是提供服务的客户端和设备是在同样VLAN。对于无线网络，这
意味着保证每个客户端在控制器的同一个后端接口。

/c/zh_cn/support/docs/dial-access/asynchronous-connections/17016-techtip-conventions.html


Note: Apple TV (版本v5.0)不支持WPA2-Enterprise认证。对于802.1x网络，解决方法是创建WPA2-
PSK WLAN使用同一个有线接口。

对于一种大规模部署，使用单个VLAN可以是不可能的。Apple TV配置使用本文详细资料的VLAN挑
选部分有一个VLAN的客户端如何是可能的，当Apple TV设备在别的时。

Enable (event)组播支持

去控制器选项然后组播链路在左边菜单。Enable (event)全局组播监听模式和的IGMP。在v7.2版本
中，您也应该enable (event) MLD监听为了涉及在IPv6的Bonjour。

在本文的范围之外，组播和监听的机制是。欲知关于这些题目的更多背景信息，请参见IP组播技术
概述。

配置组播分配模式到接入点

Cisco Unified无线网络(CUWN)支持组播分配两个方法到与控制器(APs)产生关联的接入点。在两个
模式下，自有线网络的原始组播信息包被封装在通过任一个CAPWAP单播或组播被发送的第3层
CAPWAP信息包里面到AP。因为是CAPWAP被封装的数据流， APs不必须在VLAN和客户端
Bonjour数据流一样。组播分配两个方法比较得这里：

//www.cisco.com/en/US/docs/ios/solutions_docs/ip_multicast/White_papers/mcst_ovr.html
//www.cisco.com/en/US/docs/ios/solutions_docs/ip_multicast/White_papers/mcst_ovr.html


组播单播模式 组播组播模
式

交付机制
控制器复制组播信息包并且发
送它到在单播CAPWAP隧道
的每接入点

控制器发送
组播信息包
的一复制

支持的访问
接入节点模
式

FlexConnect和本地 本地传送方
式只

要求L3在有
线网络的组
播路由

无 是

控制器加载 高 低
有线网络加
载 高 低

组播组播分配模式

组播组播模式是可扩展性和有线带宽效率原因的推荐的选项。

Note: 组播组播模式对于2500系列无线局域网控制器是必需的。

去控制器选项在一般页下并且确定组播模式配置AP使用组播模式，并且配置一有效组地址。组地址
是IPv4组播组和推荐在为专用的组播应用是scoped的239.x.x.x-239.255.255.255范围。请勿使用
224.x.x.x、239.0.0.x或者239.128.0.x地址范围组地址的组播。在这些范围的地址与链路本地MAC地
址交迭并且充斥所有交换端口，甚而与IGMP侦听。



组播单播分配模式

如果没有适当配置有线网络提供在控制器之间的CAPWAP组播，并且AP或FlexConnect模式和
APs将使用在中央转换WLANs支持的组播，则需要单播-组播模式。

去在一般页的控制器选项并且确定配置AP组播模式使用单播模式。

验证Bonjour被监听

为了验证正确地转发Bonjour，请访问对监控程序选项并且点击组播左边菜单。224.0.0.251的地址
应该是可视的从列表。点击MGID编号为了查看被加入对Bonjour组的客户端。



调整组播数据费率

组播应用例如Bonjour要求特别注意事项，当配置在无线网络，因为在802.11的一组播根本被派出
，当广播，因此所有客户端能听到它。AP用于的实际数据速率为了传输Bonjour帧是在该波段内被
配置的最高的必须的费率。对于2.4GHz，这是11Mbps默认值，并且对于5GHz，这是24Mbps默认
值。

为了优化这些帧发运，调整在控制器内的802.11数据速率允许组播被提供以网络覆盖型号可以支持
的最高的速率是重要的。对于与一低密度的网络APs，保持数据速率在默认值可能是必要的。对于
没有任何需求支持802.11b客户端，调整的网络对12Mbps必须和更低的速率的数据速率被禁用的将
帮助降低组播节目开始的时间利用率。这被配置在Wireless选项卡下和802.11b/g/n >网络菜单。



Note: RF配置文件功能可用在v7.2每准许调整不同的覆盖区域的组播传输速率数据速率的AP组定制
允许。

保证对等阻塞是失效的

对等阻塞被配置根据每个WLAN基本类型并且防止无线网络的客户端互相沟通。默认情况下，它为
新的WLANs是失效的，但是，如果能够的话，能导致服务的问题类似播放唱片，当AppleTV在无线
网络时。依靠无线客户端之间的通信的所有Bonjour服务可以被对等阻塞中断。

在WLAN配置的WLANs选项>Advanced部分下，请确定阻塞动作设置P2P失效。

阻拦Bonjour

有时，过滤Bonjour为了防止在两节点之间的发现是理想的，当仍然启用其他组播应用时。

完成这些步骤：

创建在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的ACL为了过滤IPv6 Bonjour数据流。1.



(仅版本7.2和以上) -创建在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的ACL为了过滤IPv6 Bonjour数据流。

Note: Bonjour ACL只将过滤从无线客户端的入站组播数据流到有线网络。ACL不过滤进入控
制器的组播信息包。

2.

(版本7.2和以下) -请访问对在左边菜单的控制器选项>接口为了适用ACL。应该更改ACL名称到
在Step1指定的ACL。

3.

(版本7.2和以上) -请适用IPv4和IPv6 ACL为了过滤Bonjour数据流，在可以转发到其他客户端
前。

4.



Bonjour应用程序-使用Apple TV播放唱片

Apple播放唱片允许Apple在Apple TV或iPhone4S的整个屏幕将显示的iPad2 (生成2)。在播放唱片
服务的发现上通过Bonjour完成，并且随后的连接基于TCP的unicasting从设备的屏幕到Apple TV。

检查从家庭屏幕的设置>播放唱片菜单为了确定Apple TV有被启用的播放唱片。一个可选的密
码可以为安全设置。这建议为了防止窃取在介绍时的屏幕。

1.

在Apple IOS设备上，请双击家庭按钮为了显示多任务视图。2.
猛击左到右(两次IP电话，一次iPad的)为了显示与播放唱片图标的一个菜单如表示这里

：

3.

从列表选择Apple TV和enable (event)镜像。4.



状态栏在Apple设备顶部与添加播放唱片的一个图标一起将启用蓝色，表示您播放您的在Apple

TV的屏幕。

5.

Apple TV配置使用精选的VLAN

使用在单个VLAN的Bonjour的限制是难为大园区网络扩展例如大学或企业。如果一个大子网为所有
无线客户端被创建， -组播Bonjour消息将迅速消耗在间网络的重要的节目开始的时间。VLAN挑选
功能可以用于分配客户端到在支持者的VLAN，根本破坏组播域的一个阵列。VLAN挑选功能的选项
是允许一个特定接口为下行组播数据流选择的组播VLAN。

关于精选的VLAN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精选的VLAN并且组播最优化功能部署指南。

使用VLAN精选与组播VLAN功能允许独立子网用于Apple TV设备，当仍然启用播放唱片供一分开的
WLAN的时所有客户端使用。

Note: 精选的使用VLAN与其他Bonjour应用程序(类似共享消息传送或者的iTunes)是有限的，因为他
们依靠的最终用户设备能派出公告到其他最终用户设备。

完成这些步骤：

去在左边菜单的控制器选项>接口。创建客户端的VLAN必要的接口(client-a1和client-a2在本例
中)并且一个接口Apple TV子网的(客户端mcast在本例中)。

1.

/c/zh_cn/support/docs/wireless/5500-series-wireless-controllers/112932-vlan-optfeatures-guide-00.html


Note: 使用在有线网络的以太网接口Apple TV能也配置。切记他们的VLAN是作为组播VLAN使
用的相同的。在本例中， VLAN 40。
去控制器选项>在左边菜单的接口组。创建一个新接口组，并且添加在以前被创建的客户端接
口(client-a1和client-a2，在本例中)。

2.

去WLANs选项并且创建客户端SSID。选择在第2.步Enable (event)以前创建的接口组组播
VLAN功能并且选择组播接口创建了在Step1。

3.



Note: 组播接口功能是单程，意味着Bonjour广告被发送下来到客户端，但是Bonjour发现请求
没有被发送上行到Apple TV接口。这意味着应该通过放置被迫Apple TV自称休眠，然后醒来。
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步骤关于精选的VLAN的用户- Apple TV本文的配置部分。
(可选，如果Apple电视配线。)创建Apple电视的一新的SSID。安全策略应该是WPA2-
PSK，并且接口应该是在Step1 VLAN创建的组播。配置WLAN无线电策略到仅802.11a，从而
保持在5GHz的Apple TV设备也是可行的。

4.

VLAN的用户的步骤选择- Apple TV配置

为了确信， Apple TV列表在客户端适当地更新，请完成这些步骤：

去设置>休眠当前为了放置Apple TV休眠。1.



确定提交或IP电话使用的iPad被连接到客户端无线网络。2.
按在远程所有按钮为了醒来Apple TV。3.
使用Apple TV本文的播放唱片部分，完成在Bonjour应用程序的步骤-。4.

Bonjour网关配置

Apple Bonjour网关在多子网环境里解决Bonjour的设备的问题无法互相发现。Bonjour网关运行
enable (event)缓存和回应的 设备Bonjour在其他网络接口查询的开放源Avahi (http://avahi.org)
mDNS软件。

Apple Bonjour网关设计坐多个网络子网，并且“请反射”在L3限定范围间的Bonjour请求。应该安装
Bonjour网关在PC上或在被连接到网络的一个中继端口的虚拟机上。或者，网关能有多条物理以太
网上行链路为了连接到多个子网。

http://avahi.org


Bonjour网关的Cisco交换机配置

交换机上行链路配置应该以本地VLAN使用中继端口为了提供对设备的管理访问。在端口的其他标
记为的VLAN是要求Bonjour网关功能的其他子网。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4/14

 description Apple-Bonjour-Gateway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20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20,21,25,26,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end

Bonjour网关配置步骤

完成这些步骤：

得到Ubuntu服务器或桌面版本在http://www.ubuntu.com/download/server/download 。1.
引导膝上型计算机/桌面/Server机器从ISO镜像。完成屏幕上指令为了安装在您的设备上的
Ubuntu软件。

2.

http://www.ubuntu.com/download/server/download


Note:
 为本文，我们使用Ubuntu桌面作为示例OS。
为了打开终端的应用程序，请点击在工具栏的顶部图标并且进入终端在字段。3.

发出ifconfig命令为了确认设备得以进入以太网连接。
ubuntu@ubuntu:~$ ifconfig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50:56:b3:5e:e2

          inet addr:192.168.10.109  Bcast:192.168.10.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2001:db8:0:10:250:56ff:feb3:5ee2/64 Scope:Global

          inet6 addr: fe80::250:56ff:feb3:5ee2/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46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82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4186 (4.1 KB)  TX bytes:8613 (8.6 KB)

4.



          Interrupt:18 Base address:0x2000

添加Avahi守护程序和VLAN程序包到OS通过sudo易于GET安装VLAN avahi守护程序命令。5.
编辑Avahi配置文件和enable (event)在Avahi守护程序的反射器功能。
ubuntu@ubuntu:~$ sudo nano /etc/avahi/avahi-daemon.conf

6.

在配置文件内，请更改“enable (event)反射器”选项到是并且切记没有#符号是在线路前。
#publish-domain=yes

#publish-dns-servers=192.168.50.1, 192.168.50.2

#publish-resolv-conf-dns-servers=yes

#publish-aaaa-on-ipv4=yes

#publish-a-on-ipv6=no

[reflector]

enable-reflector=yes

#reflect-ipv=no

7.

发出sudo vconfig添加eth0 <VLAN ID>命令为了添加VLAN ：
#publish-domain=yes

#publish-dns-servers=192.168.50.1, 192.168.50.2

#publish-resolv-conf-dns-servers=yes

#publish-aaaa-on-ipv4=yes

#publish-a-on-ipv6=no

[reflector]

enable-reflector=yes

#reflect-ipv=no

Note: 此命令可能输出包含“警告的另外的文本：不能打开/proc/net/vlan/config”。这不影响
Bonjour网关的功能。

8.

在Linux的一个新的以太网接口将被创建在eth.<vlan id>命名原则。此新接口能静态分配IP地址
或运行DHCP。为了运行在接口的DHCP，请发出sudo dhclient eth0.<VLAN ID>命令。
#publish-domain=yes

#publish-dns-servers=192.168.50.1, 192.168.50.2

#publish-resolv-conf-dns-servers=yes

#publish-aaaa-on-ipv4=yes

#publish-a-on-ipv6=no

[reflector]

enable-reflector=yes

#reflect-ipv=no

9.

再发出ifconfig命令为了确认新建立的接口有一个IP地址：
ubuntu@ubuntu:~$ ifconfig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50:56:b3:5e:e2

          inet addr:192.168.10.109  Bcast:192.168.10.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2001:db8:0:10:250:56ff:feb3:5ee2/64 Scope:Global

          inet6 addr: fe80::250:56ff:feb3:5ee2/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123 errors:0 dropped:26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126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12311 (12.3 KB)  TX bytes:14712 (14.7 KB)

          Interrupt:18 Base address:0x2000

eth0.2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50:56:b3:5e:e2

          inet addr:192.168.20.20  Bcast:192.168.20.255  Mask:255.255.255.0

          inet6 addr: 2001:db8:0:20:250:56ff:feb3:5ee2/64 Scope:Global

          inet6 addr: fe80::250:56ff:feb3:5ee2/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3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36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762 (762.0 B)  TX bytes:5508 (5.5 KB)

10.

重复在Bonjour网关需要的许多VLAN的第8步至第9步。注意： ：在网关的Avahi Bonjour软件11.



在新的接口将自动地监听用IP地址。
列出在所有子网的当前Bonjour能够设备被连接到网关使用所有-t命令的avahi访问– ：
ubuntu@ubuntu:~$ avahi-browse --all -t

+ eth0.26 IPv4 admin@MBP-250 (2)               iChat Presence       local

+ eth0.26 IPv4 admin@MBP-130                   iChat Presence       local

+ eth0.25 IPv4 admin@MBP-250 (2)               iChat Presence       local

+ eth0.25 IPv4 admin@MBP-130                   iChat Presence       local

+ eth0.30 IPv4 admin@MBP-250 (2)               iChat Presence       local

+ eth0.30 IPv4 admin@MBP-130                   iChat Presence       local

+ eth0.20 IPv4 admin@MBP-250 (2)               iChat Presence       local

+ eth0.20 IPv4 admin@MBP-130                   iChat Presence       local

+   eth0 IPv4 admin@MBP-250 (2)               iChat Presence       local

+   eth0 IPv4 admin@MBP-130                   iChat Presence       local

+ eth0.26 IPv4 MBP-10.6 (2)                    VNC Remote Access    local

+ eth0.26 IPv4 MBP-10.7 (2)                    VNC Remote Access    local

+ eth0.25 IPv4 MBP-10.6 (2)                    VNC Remote Access    local

+ eth0.25 IPv4 MBP-10.7 (2)                    VNC Remote Access    local

+ eth0.30 IPv4 MBP-10.6 (2)                    VNC Remote Access    local

+ eth0.30 IPv4 MBP-10.7 (2)                    VNC Remote Access    local

+ eth0.20 IPv4 MBP-10.6 (2)                    VNC Remote Access    local

+ eth0.20 IPv4 MBP-10.7 (2)                    VNC Remote Access    local

+   eth0 IPv4 MBP-10.6 (2)                    VNC Remote Access    local

+   eth0 IPv4 MBP-10.7 (2)                    VNC Remote Access    local

+ eth0.26 IPv4 reflector                       Remote Disk Management local

+ eth0.25 IPv4 reflector                       Remote Disk Management local

+ eth0.30 IPv4 reflector                       Remote Disk Management local

+ eth0.20 IPv4 reflector                       Remote Disk Management local

+   eth0 IPv4 reflector                       Remote Disk Management local

ubuntu@ubuntu:~$

12.

调试Bonjour应用程序

查看可用的Bonjour服务

为了排除Bonjour连通性问题故障，自由Mac OS X工具， Bonjour浏览器 ，是有用的视线内可用的
设备。在Apple机场Express的一台远程打印机显示得这里：

http://www.tildesoft.com/files/BonjourBrowser.dmg
http://www.tildesoft.com/files/BonjourBrowser.dmg


Related Information

Technical Support & Documentation - Cisco Systems●

http://www.tildesoft.com/files/BonjourBrowser.dmg
//www.cisco.com/cisco/web/support/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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