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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档提供使用 GUI 配置接入点 (AP) 以用作工作组桥 (WGB) 的示例配置。

先决条件

要求

尝试进行此配置之前，请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Cisco Aironet AP 上基本参数的配置●

基本的无线概念知识●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和硬件版本：

运行Cisco IOS软件版本12.3(8)JEA固件的Cisco Aironet 1240系列AP●

运行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3(7)JA 的 Cisco Aironet 1200 系列 AP●

运行固件版本 2.5 的 Aironet 802.11a/b/g 客户端适配器●

Aironet Desktop Utility (ADU) 版本 2.5●

注意： 您可从下载 - 无线局域网接入下载用于 AP 和客户端适配器的固件的最新版本（仅限注册用
户）。

//tools.cisco.com/support/downloads/go/Redirect.x?mdfid=27887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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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文档使用具有集成天线的 AP/网桥。如果使用需要外部天线的 AP/网桥，请确保已将天线
连接到 AP/网桥。否则，AP/网桥无法连接到无线网络。某些 AP/网桥型号附带集成天线，而其他型
号则需要外部天线才能进行常规操作。有关附带内部或外部天线的 AP/网桥型号的信息，请参阅相
应设备的订购指南/产品指南。

本文档中的信息都是基于特定实验室环境中的设备编写的。本文档中使用的所有设备最初均采用原
始（默认）配置。如果您使用的是真实网络，请确保您已经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规则

有关文档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背景信息

WGB 可为支持以太网的设备提供无线基础架构连接。要将没有无线客户端适配器的设备连接到无
线网络，可通过以太网端口将其连接到 WGB。WGB 可将多达八个支持以太网的设备连接到无线局
域网 (WLAN)。WGB 通过无线接口与根 AP 关联。这样，有线客户端即可访问无线网络。WGB 可
与以下项目关联：

AP●

网桥（处于 AP 模式 下）●

基站（处于 AP 模式下）●

中继器模式下的 AP（如果中继器与根 AP 关联）●

您也可使用正常 AP 实现 WGB 的功能。您可以将 AP 配置为 WGB。在 WGB 模式下，该单元可作
为客户端与另一个 AP 关联。该单元可向连接到其以太网端口的设备提供网络连接。

例如，如果您需要为一组网络打印机提供无线连接，则可以执行以下步骤：

将打印机连接到集线器。1.
将集线器连接到 AP 以太网端口。2.
将该 AP 配置为 WGB。3.

WGB 将与您网络中的 AP 关联。在 WGB 模式下，AP 仅可与 Aironet AP 或网桥（在 AP 模式下
）关联。与 WGB 关联的 AP 可以将 WGB 视为基础架构设备或简单的客户端设备。默认情况下
，AP 和网桥将 WGB 视作客户端设备。为了提高可靠性，您可以对 AP 和网桥进行相应配置，使其
将 WGB 视作类似于 AP 或网桥的基础架构设备，而非客户端设备。当这些设备将 WGB 视作基础
架构设备时，AP 可以可靠地向 WGB 传送组播数据包，其中包含地址解析协议 (ARP) 数据包。要
将 AP 和网桥配置为将 WGB 视作基础架构设备，请在根 AP 上执行以下两种方案之一：

命令行界面 (CLI) — 在 AP 的无线电接口下发出 infrastructure-client 配置命令。●

GUI —选择可靠组播的Enable (event)对在网络接口的WGB选项：无线电设置窗口。●

如果您将 AP 和网桥配置为将 WGB 视作客户端设备，您将允许更多 WGB 与同一个 AP 关联，或
通过不是基础设施 SSID 的服务集标识符 (SSID) 关联。可靠组播传送的性能成本较高，因为将有双
倍的组播数据包发送到每个 WGB，这限制了可与 AP 或网桥连接的基础架构设备（包括 WGB）的
数量。要将可与 AP 关联的 WGB 的数量增加到 20 以上，AP 必须降低向 WGB 传送组播数据包的
可靠性。可靠性降低后，AP 无法确认组播数据包是否到达了目标 WGB。因此，处于 AP 覆盖区域
边缘的 WGB 可能会失去 IP 连接。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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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提供有关如何配置本文档所述功能的信息。

网络图

本文档使用以下网络设置：

此设置使用两个 AP，其中一个 1240 系列 Aironet AP 作为根 AP，另一个 1200 系列 AP 配置为
WGB。无线客户端将与根 AP 关联。有线客户端通过集线器与配置为 WGB 的 AP 连接。所有设备
都使用 10.0.0.0/24 范围内的 IP 地址。配置根 AP 部分介绍了如何在这种网络环境下配置设备以建
立连接。

配置根 AP

本部分提供将 AP 配置为根 AP 的信息。

对于此配置，您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启用无线电并将 AP 的角色定义为根 AP。1.
为 AP 配置 SSID 以在无线通信时使用。2.

完成这些步骤：

通过 GUI 访问 1240 AP。将出现 Summary Status 窗口。1.



注意： 本文档假设将静态 IP 地址分配给网络图中的所有设备。有关如何为 AP 配置 IP 地址的
信息，请参阅第一次配置接入点文档的获取和分配 IP 地址部分。
从左侧菜单中选择 Network Interfaces，并在 Network Interfaces:Summary 窗口中单击用于无
线通信的相应无线电。此示例使用的是 802.11G，如以下窗口所示
：

2.

//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access_point/12.3_7_JA/configuration/guide/s37frst.html


单击 Settings 选项卡并完成以下步骤，将 AP 配置为根 AP：在 Enable Radio 区域，单击
Enable。此操作会激活无线电接口。在 Role in Radio Network 区域，单击 Access Point，如
下图所示。

3.



默认情况下，AP 和网桥将 WGB 视作客户端设备。要让 AP 将 WGB 视作基础架构设备，请
向下滚动页面并为 Reliable Multicast to WGB 选项选择 Enable，如下图所示。然后，单击窗
口底部的 Apply。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 Security > SSID Manager，在 Security:Global SSID Manager 窗口中，在
SSID 字段中输入新的 SSID 并单击 Apply。本例使用 Cisco 作为 SSID。

4.



注意： 本文档不会重点介绍可在 AP 上配置的安全选项。因此，该示例将包括身份验证方法在
内的所有其他值均设为默认值。默认情况下，在 AP 上使用开放式身份验证。有关可在 AP 上
使用的身份验证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身份验证类型。完成此步骤后，根模式下的 AP
可允许具有 SSID Cisco 的客户端与此 AP 关联。

为 WGB 模式配置第二个 AP

接下来，请将第二个 AP 配置为 WGB。

对于此配置，您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在 AP 上启用无线电并将 AP 的角色定义为 WGB。1.
配置 SSID，使其可用于与根 AP 的关联。此 SSID 必须与您在根 AP 上配置的 SSID 相同。2.

完成这些步骤：

通过 GUI 访问 1200 AP。将出现 Summary Status 窗口。1.

//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access_point/12.3_7_JA/configuration/guide/s37auth.html


从左侧菜单中选择 Network Interfaces，并在 Network Interfaces:Summary 窗口中单击用于无
线通信的相应无线电。此示例使用的是 802.11B，如以下窗口所示
：

2.



单击 Settings 选项卡并完成以下步骤，将 AP 配置为 WGB：在 Enable Radio 区域，单击
Enable。此操作会激活无线电接口。在 Role in Radio Network 区域，单击 Workgroup
Bridge。单击窗口底部的 Apply。

3.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 Security > SSID Manager，在 Security:Global SSID Manager 窗口中，在
SSID 字段中输入 Cisco 并单击 Apply。输入该 SSID 的原因在于它是您在根 AP 上配置的
SSID。

4.



到此您已成功配置了根 AP 和 WGB AP。注意，您配置为 WGB 的 AP 现在与作为基础架构设备的
根 AP 关联。

使用 CLI 进行配置

本部分说明如何使用 CLI 配置 AP 和 WGB。完成这些步骤：

AP 和 WGB 上均使用开放式身份验证。root#Configure Terminal

root(config)#station-role root

!--- This command configures the device in root mode root(config)#dot11 ssid wgb_ex

!--- Enters SSID mode root(config-ssid)#authentication open

!--- Authentication is set to default open authentication. root(config-ssid)exit

root(config)interface dot11radio 0

!--- Enters the interface mode and enables the SSID on the interface. root(config-if)ssid

wgb_ex

root(config-if)exit

WGB 配置以下是 WGB 的 CLI 配置示例wgb#configure terminal

wgb(config)#station role WGB

!--- This command configures the device in Workgroup bridge mode wgb(config)dot11 ssid

wgb_ex

1.



wgb(config-ssid)#authentication open

!--- Authentication is set to default open authentication. wgb(config-ssid) exit

wgb(config)interface dot11radio 0

wgb(config-if) ssid wgb_ex

wgb(config-if) exit

配置客户端适配器接下来，请将无线客户端适配器配置为使用无线连接。要配置客户端适配器
，您需要使用 ADU 以在客户端适配器上创建配置文件。完成这些步骤：单击 ADU 上的
Profile Management 选项卡。单击 New。示例如下
：

将出现 Profile Management (General) 窗口。完成以下步骤以设置配置文件名称、客户端名称
和 SSID：在“Profile Name”字段中输入配置文件的名称。本示例使用 OFFICE 作为配置文件
名称。

2.



在“Client Name”字段中输入客户端的名称。客户端名称用于标识 WLAN 中的无线客户端。此
配置用名称“Wireless Client”表示第一个客户端。在 Network Names 区域中，输入用于此配置
文件的 SSID。此 SSID 应该与您在根 AP 上配置的 SSID 相同。在本示例中使用的 SSID 是
Cisco。单击 Ok。注意： 此配置不需要使用特殊的身份验证方法。单击 Profile Management
选项卡，选择您创建的新配置文件，然后单击 Activate。



验证

使用本部分可确认配置能否正常运行。

命令输出解释程序（仅限注册用户）(OIT) 支持某些 show 命令。使用 OIT 可查看对 show 命令输
出的分析。

第 1 种情况：WGB 与作为基础架构设备的根 AP 关联

当 WGB AP 与作为客户端设备的根 AP 关联时，根 AP 上 show dot11 associations client 命令的输
出类似如下所示：

wgb#configure terminal

wgb(config)#station role WGB

!--- This command configures the device in Workgroup bridge mode wgb(config)dot11 ssid wgb_ex

wgb(config-ssid)#authentication open

!--- Authentication is set to default open authentication. wgb(config-ssid) exit

wgb(config)interface dot11radio 0

wgb(config-if) ssid wgb_ex

wgb(config-if) exit

请注意，现在列表中列出了 WGB。在根 AP 的 GUI 中，可以看到 Association 菜单下没有中继器计
数。但是，您将看到客户端计数增加了 1。

第 2 种情况：WGB 与作为客户端设备的根 AP 关联

当 WGB AP 与作为基础架构设备的根 AP 关联时，根 AP 上 show dot11 associations client 命令的
输出类似如下所示：

wgb#configure terminal

wgb(config)#station role WGB

!--- This command configures the device in Workgroup bridge mode wgb(config)dot11 ssid wgb_ex

wgb(config-ssid)#authentication open

!--- Authentication is set to default open authentication. wgb(config-ssid) exit

wgb(config)interface dot11radio 0

wgb(config-if) ssid wgb_ex

wgb(config-if) exit

此处，输出中的 WGB 客户端 代表有线客户端。注意，WGB 未作为客户端列出。但是，您可以看
到 show dot11 associations all-client 命令下列出了 WGB。在根 AP 的 GUI 中，WGB 在
Association 菜单下列为 Repeater。

要在无线客户端与某个有线客户端之间测试端到端连接，请从有线客户端向无线客户端发出 ping 测
试。无线客户端使用 IP 地址 10.0.0.3，有线客户端使用 IP 地址 10.0.0.6。

https://www.cisco.com/cgi-bin/Support/OutputInterpreter/home.pl
//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此测试可确认配置是否如预期有效以及配置为 WGB 网桥的 AP 是否工作正常。

故障排除

本部分提供的信息可用于对配置进行故障排除。如果 WGB 未与 AP 关联，请完成以下检查。

检查 AP 与 WGB 之间的配置是否匹配。确保它们之间的 SSID、安全设置和数据传输速率匹配
。

●

确保 AP 和 WGB 之间的 RF 环境无干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排除影响无线电射频通信的
问题中的 RF 故障部分。

●

确保任一设备上的硬件和固件均未损坏。重新启动设备并/或升级固件以使其能够正常工作。●

在 AP 配置为 WGB，打印机连接到 WGB的环境中，如果打印机在很长时间内持续处于空闲状态
，它可能会定期失去与网络其他部分的连接。实际上，这会影响 WGB 所在的 LAN 上任何很长时间
内未传送任何数据包的设备。

此问题主要出现于基于 IOS 的工作组桥。AP 显示，出现此问题时客户端的 MAC 地址已取消关联
。

这是由 Cisco bug ID CSCsc53460（仅限注册用户）所致。请参考此 Bug 以了解此问题的相关解决
方法。

如果 WGB 运行的是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3(7)JA* 或 12.3(8)JA*，Bug CSCsc53460 中说明的解
决方法将无效。这是由 Cisco Bug ID CSCse32424（仅限注册用户）所致。12.3(8)JEA 中修复了
CSCse32424。

相关信息

配置工作组桥模式 配置继电器、备用接入点和工作组桥模式●

Cisco 统一无线网络中的工作组网桥配置示例●

Cisco Aironet 工作组网桥常见问题●

无线产品支持●

技术支持和文档 - Cisco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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