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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本文在关于Cisco Aironet基站的通常询问的问题提供信息。

Note: 此产品到达了其生命周期结束。Cisco在2006年9月3日之后不再支持此产品。

基本知识

Q. 在哪里能下载最新的软件？

A. 当您用当前软件版本时，装载所有组件Cisco Aironet设备运行最好。您能下载最新的软件和驱动
程序在Cisco软件中心。

Q. 恢复忘记的密码或如何能收回在基站的工厂默认值？

A. 由于没有在基站设置的密码，您必须重置基站到工厂默认值通过按重置针孔按钮两秒。当您按此
重置时，您重置单元对其默认值， out-of-the-box状态。

Q. 中间状态LED闪烁为什么总是染黄或琥珀色？

A. 基站从默认服务集标识(SSID)和加密设置开始。当黄色或琥珀灯闪亮时它是一次视觉戒备您未个
性化您的安装也未更改工厂默认设置。当您更改SSID或加密设置时，您更改状态LED闪亮或深绿色
。

功能

Q. 什么速度是基站的以太网端口？

http://www.cisco.com/cisco/software/navigator.html


A. 基站的以太网端口在半双工模式下支持10 Mbps在10BaseT RJ-45连接器。没有更改在局域网端
口的速度和双工设置的选项。

Q. 什么是基站的典型范围？

A. 室内范围(典型的家庭环境)和基站的室外范围取决于速度：

室内范围100 ft (30m)在11 Mbps300 ft (90m)在1 Mbps●

室外范围300 ft (90m)在11 Mbps1000 ft (300m)在1 Mbps●

Q. 能否漫游在基站之间？

A. 不，没有漫游功能被构件到基站。

Q. 如何能管理基站？

A. 基站没有一台控制台连接器。用这些方法之一配置基站：

在无线客户端上安装基站客户端工具(BSCU)。保证客户端通过DHCP获得IP地址从基站。此
IP地址必须在192.168.200.x范围。然后请启动BSCU并且配置基站。

●

键入http://192.168.200.1到您的Web浏览器地址或Location字段。基站来预先配置用此IP地址。
当此IP地址被键入到浏览器时，与基站的连接被建立。

●

发出Telnet命令在prompt命令，如显示：
> telnet 192.168.200.1

●

关联

Q. 能关联多少个客户端到基站？

A. 您能关联最多253个客户端到基站。您能租用从基站的DHCP服务器的100个IP地址。另外的客户
端必须使用在192.168.200.102和192.168.200.254之间的静态IP地址。

Q. 基站能否与工作组网桥产生关联？

A. 是，如果基站在访问接入节点模式，工作组网桥和基站能与彼此产生关联。

Q. 在哪里能找到无线电频率(RF)关联表？

A. 基站关联表没有被维护，但是您能检查关联，当您查看日志和警报历史记录菜单从基站主页或从
菜单在基站客户端工具(BSCU)时。

配置

Q. 基站为什么不接受通过浏览器设置的更改？

A. 当您通过浏览器时修改配置，您必须按Enter，在您设置每个参数后。



Q. 当我设法设置我的基站使用我的PPP over Ethernet时(PPPoE)非对称数字用户线
(ADSL)和我请求“服务名称”。什么其中是服务名称和查找它？

A. 服务名称是域名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例如， Cisco的服务名称是cisco.com。它可能也
是ADSL设备的名字在您的供应商的连接结束时。例如，如果Cisco有名为物理的提供您的ADSL服
务的192.168.1.1-sj_ca.6400.dslam1.cisco.com的一台ADSL集中器，您会使用名字6400.dslam1作
为您的服务名称。您的ISP能提供根据您有在电话线路的服务的此配置信息。

Q. 如果我使用基站客户端工具(BSCU)更改基站的设置(例如，服务集标识
[SSID])，客户端是否将是去关联的？

A. 不， BSCU更改传输更改以及基站设置客户端的设置。其他客户端，然而，也许是去关联的，但
是那取决于更改的参数。

IP编址

Q. 能否使用在无线和有线客户端的静态IP地址？

A. 是，您在192.168.200.102能使用静态IP地址到192.168.200.254范围。

Q. 能否更改内部IP地址(192.168.200.1)或DHCP地址池(192.168.200.2-101)基站？

A. 不，内部IP地址和DHCP地址池不是可配置的。

Q. 如何能找到外部或基站的DHCP IP地址？

A. 您能使用Web接口找出外部或DHCP IP地址基站主页或里面的底部日志和警报历史记录菜单。

Q. 从基站的DHCP租约多久持续？

A. 从基站的一个DHCP租约持续一天。

Q. 访问或为什么不能使用Telnet访问基站在其外部IP地址？

A. 由于安全原因基站设计防止Telnet或浏览器连接。虽然您不能连接到IP地址，您能使用ping命令
验证基站是运行在网络。您能只使用Web浏览器或Telnet访问基站(192.168.200.1)的内部IP地址。

安全

Q. 能否设置MAC地址过滤器或联合过滤器在基站？

A. 不，过滤不是可用的在基站。

Q. 基站是否和基站客户端工具(BSCU)支持40位有线等效保密(WEP)加密？

A. 不，他们只不支持128-bit WEP加密或加密。



Q. 在基站客户端工具(BSCU)，如果十六进制有线等效保密(WEP)键输入与少于26个
字符，什么发生？

A. WEP密钥有零字符的一个默认值(00十六进制)该它添附到键维护128-bit WEP密钥的26个字符。

Q. 什么是基站和客户端的WEP身份验证类型有基站客户端工具(BSCU)的？

A. 它硬编码对开放式验证。不可能更改它。

Q. 我忘记了在一些客户端和基站设置的WEP密钥。能否使用同一把WEP密钥一个新
的客户端，无需改写工作的WEP密钥？

A. 是，通过使用在WEP启用客户端的基站客户端工具(BSCU)您能复制WEP密钥，无需解码它。完
成这些步骤复制WEP密钥：

从有期望WEP密钥客户端的BSCU菜单，请选择Options > Install Additional Computer > Save
to Floppy Drive。

1.

保存配置文件在软盘。2.
从新的客户端的BSCU菜单，请选择Clients > Edit Client Properties > Load from Floppy
Drive。

3.

选择配置文件从软盘。4.

拨号

Q. 基站调制解调器是否支持V.90标准？

A. 可以。

Q. 当我拨号，基站调制解调器为什么不敲响？

A. 基站没有一个调制解调器扬声器。当您访问基站连接状态(BSCS)工具或日志和警报历史记录菜
单在基站时，您能检查拨号状态和拨号结果从客户端工具。欲知更多信息，请参见基站连接状态工
具。

Q. 基站(调制解调器)为什么不会连接到美国在线？

A. 美国在线拨号连接不使用工业标准的PPP协商方法。基站使用仅PPP并且能只连接到拨号互联网
服务提供商(ISP)该使用PPP。

基站产品号

Q. 什么是Cisco Aironet基站的产品号？

A. Cisco Aironet基站的产品号是：

AIR-BSE342 — 340系列11 Mbps 802.11b DSSS基站用128-bit WEP， 1获取天线和没有调制
解调器。

●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base_station/340/configuration/guide/Base_Ch2.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base_station/340/configuration/guide/Base_Ch2.html


   

AIR-BSM342 — 340系列11 Mbps 802.11b DSSS基站用128-bit WEP， 1获取天线和调制解调
器。

●

Related Information

Cisco Aironet 340系列基站快速入门指南●

LAN 交换技术支持●

交换机产品支持●

Technical Support - Cisco Systems●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base_station/340/quick/guide/340bsqs.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cisco/web/psa/design.html?mode=tech&level0=268435696&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cisco/web/psa/default.html?mode=prod&level0=268438038&referring_site=bodynav
http://www.cisco.com/cisco/web/support/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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