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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本文描述，详细，是可用的在Catalyst 9800 Series无线控制器标记的新的配置型号和配置文件。它
也提供一走通过是可用设计和配置您的9800 WLC在多个站点服务Ssid的多种GUI选项-基于的向导
和菜单。

视频：Cisco Catalyst 9800 Series无线控制器基本配置

背景信息

如果熟悉AireOS无线局域网控制器(WLCs)，您知道接入点(APs)和FlexConnect组。那些组允许您

/content/en/us/td/docs/wireless/controller/9800/videos/New-Config-Model.html


控制什么功能(前：哪些无线区域网[WLANs]或无线电频率[RF]配置文件)为每个AP请是可用的，根
据他们的AP组关联。

在9800 WLCs，标记用于控制为每个AP是可用的功能。标记分配到每AP和里面每个标记，您能找
到被应用于AP的所有设置。

有三个标记：

策略标记●

站点标记●

RF标记●

AP配置的视觉方案：

策略标记

策略标记是WLAN配置文件[Service Set Identifier (SSID)]之间的链路并且策略配置文件。

策略配置文件●

在策略配置文件里面您能指定虚拟局域网ID，如果数据流是中央或本地交换， Mobiliy锚点，服务质
量(QoS)，计时器，在其他设置中。



SSID●

在SSID里面您能为WLAN指定WLAN名字，安全类型，先进的协议类似802.11k在其他设置中。

站点标记

如果APs在本地传送方式或Flexconnect模式下，站点标记定义了。其他AP模式类似嗅探器，传感器
，监控程序，网桥直接地在AP可以被配置。站点标记也包含AP加入配置文件并且屈曲被运用于
AP的配置文件。

Note:如果本地站点设置是失效的，设置弹性的配置文件只变得可用。

 AP加入配置文件●

在AP里面请加入您能指定设置例如无线访问访问接入点对APs (Telnet的配置文件(CAPWAP)计时器
控制和设置，远程访问/Secure Shell [SSH])，备用控制器配置和其他。

屈曲配置文件●

在弹性配置文件，您有设置例如缓存的地址解析服务(ARP)， VLAN/ACL映射等等。

RF标记

在RF标记里面您能选择任何RF配置文件或选择使用全局RF配置。



 2.4千兆赫配置文件●

允许您定义2.4GHz波段将使用的，传输功率电能控制(TPC)设置、动态信道分配(DCA)和一些其他
高级无线电资源管理(RRM)设置特定数据速率。

5GHz配置文件●

允许您定义5GHz波段将使用的，传输功率电能控制(TPC)设置、动态信道分配(DCA)和一些其他高
级无线电资源管理(RRM)设置特定数据速率。

默认情况下， APs得到分配默认标记(默认策略标记，默认站点标记，默认RF标记)，并且默认标记
得到分配默认配置文件(默认策略配置文件，默认AP加入配置文件，默认弹性配置文件)。

Note: 您能修改所有默认设置除了默认策略标记。默认策略标记与从1的WLAN ID自动地连接
所有SSID到16与默认策略配置文件，并且不可能修改那些链路。

设置列表每个配置文件

如果熟悉AireOS，您用于配置SSID的所有特性在WLAN配置下。在9800 WLCs，这些设置被分裂
在WLAN配置文件和策略配置文件之间。并且，某些配置被看到在AireOS GUI的全局AP配置页下被
移动了向AP加入配置文件。您能找到您能配置在每个配置文件下所有设置的列表。

WLAN配置文件

802.11k●

精选的波段●

广播SSID●

802.11v (BSS， DMS、TFS， WNM)●

CCX●

信道扫描延期●

覆盖孔检测(CHD)●

客户端关联限制●

诊断的通道能力●

发运流量指示消息(DTIM)●

访问控制表(ACL)●

负荷平衡●

本地认证设置●

安全设置(即PSK， 802.1x， WebAuth)●

媒体流设置●

管理帧保护(MFP)●

802.11ac设置每WLAN●



对等阻塞●

无线电策略●

漫游的语音客户端再锚点●

静态IP客户端支持●

不定期的自动节能发运(U-APSD) WLAN的●

工作组网桥(WGB)技术支持●

通用AP●

直接的Wifi●

Wi-Fi多媒体(WMM)●

认证列表(远程认证拨入用户服务[RADIUS]服务器)●

策略配置文件

验证、授权和统计(AAA)覆盖●

AAA策略●

认为的列表●

自动QoS●

监听的呼叫●

中央/本地交换●

CiscoTrustSec (CTS)安全组访问控制列出(SGACLs) ●

数据链接ACL●

说明●

类型长度值(TLV)缓存(动态主机配置协议[DHCP]，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空闲超时●

空闲阈值●

结构配置文件●

弹性网络地址转换/端口地址转换(NAT/PAT) ●

弹性分裂了MAC ACL●

弹性VLAN根据中央交换●

IP基于网络应用的识别(NBAR)协议发现●

IPv4/v6 ACL●

IPv4 DHCP●

IPv4/IPv6灵活NetFlow监控程序●

移动性锚点●

组播VLAN●

网络访问控制(NAC)●

被动客户端●

RADIUS描出●

Reanchor●

服务策略●

会话超时●

会话初始化协议(SIP)呼叫接纳控制(CAC)●

静态IP移动性●

用户策略名字●

伞参数映射●

统一资源定位器(URL)过滤器●

VLAN●

WGB VLAN●



WGB广播标记●

AP加入配置文件

CAPWAP备份●

CAPWAP退路●

CAPWAP重新传输●

CAPWAP计时器●

CAPWAP窗口●

APs的思科设备发现协议(CDP)●

核心转储简单文件传输协议(TFTP)●

国家代码●

说明●

2.4GHz/5GHz报告的客户端间隔●

作为恳求者的APs的802.1x证件●

延长的模块技术支持●

Hyperlocation●

互联网内容适应协议(ICAP)●

超大最大传输单元(MTU)状态●

链路聚合(滞后) APs的●

合法的拦截●

Light emitting diode (LED)状态●

链路加密●

链路潜伏期●

网配置文件●

AP的管理用户●

网络时间协议(NTP)●

信息包获取配置文件●

在以太网(PoE)的功率●

AP的首选的模式(IPv4/IPv6)●

恶意检测设置(遏制、分钟收到信号强度指示器[RSSI]、分钟瞬变时间，报告间隔) ●

SSH/Telnet●

Persisten SSID●

统计数据计时器●

系统日志●

传输控制协议-最大分段尺寸(TCP MSS)调整●

TFTP降级●

AP跟踪配置文件●

通用串形总线(USB) enable (event)●

弹性配置文件

 ACL策略●

ARP缓存●

CTS●

说明●

退路无线接口关闭●

HTTP客户端代理●



分钟潜伏期为弹性AP加入●

本地认证参数●

弹性的APs组播参数●

本征VLAN ID●

OfficeExtended AP模式●

Predownload●

能适应(Flex+Bridge APs)●

VLAN名称映射●

RF配置文件

 节目开始的时间公正●

波段挑选设置(仅在2.4GHz配置文件)●

信道●

客户端网络首选●

覆盖孔检测(CHD)设置●

说明●

802.11n仅模式●

高密度自动设置●

高速请漫游(HSR)●

装载平衡设置●

费率●

traps●

TX功率电平●

  

Prerequisites

Requirements

There are no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this document.

Components Used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和硬件版本：

运行IOS-XE Gilbraltar v16.10的Cisco Catalyst 9800无线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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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网络实际
，请保证您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Network Diagram

本文根据此拓扑：



配置

宣称客户端的VLAN

在您开始所有配置前您需要添加无线客户端被分配)的需要的VLAN (VLAN。 

步骤1.连接对Configuration> Layer2 > VLAN > VLAN > +添加。



步骤2.输入需要信息。

Note: 如果不指定名字， VLAN自动地得到分配的名字，是其VLAN id。

一旦执行您能继续到第3.步，重复所有需要的VLAN的第1步和第2步。

步骤3.验证VLAN在您的数据接口允许。

如果使用端口通道，请连接对Configuration>接口>逻辑> PortChannel name>常规。 如果看到它配
置了作为允许的VLAN =所有您用配置完成。如果看到准许VLAN = VLAN ID，请添加需要的
VLAN，并且该以后请点击更新&适用于设备。

如果不使用端口通道，请连接对Configuration>接口>以太网>接口名称>General。 如果看到它配置
了作为允许的VLAN =所有您用配置完成。如果看到准许VLAN = VLAN ID，请添加需要的
VLAN，并且该以后请点击更新&适用于设备。

没有需要的更改：



VLAN Id需要被添加：



 CLI ：

# config t

# vlan <vlan-id>

# exit



# interface <interface-id>

#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vlan-id>

# end

向导根据配置-推荐为新的9800 WLC配置

对于Catalyst 9800 WLCs安装，您能理解可用于的配置向导安排通过配置流程指导您。如果需要使
用在您的配置的RADIUS服务器，您能首先理解AAA向导然后选择在基本或先进的无线设置之间。
如果不使用在您的配置的RADIUS服务器，您可以去直接地基本或先进的无线设置。

AAA向导

步骤1.连接对Configuration>安全>AAA > + AAA向导。

步骤2. Enable (event)这需要的服务器和输入服务器名(它可以是IP地址或其他字符串)，服务器IP和
共有的秘密。以后该其次请点击。



步骤3.输入信息创建服务器组。保证您添加在上一步指定的服务器到分配的服务器。

步骤4.启用认证和创建一个认证方法。

连接对Authentication选项并且输入需要信息，一次完成请点击“Save” &适用于设备。



基本的无线设置

此向导通过一个基本的无线设置指导您。它允许您分段与一点努力的APs funcion。

您能完成与基本的无线设置向导配置的示例。



步骤1.创建一个新的位置。

连接对配置>Wireless设置>基本> +Add。

步骤2.输入关于一般选项的需要信息。



新的位置的位置名称=名字

说明=位置的可选说明

位置Type=本地(本地传送方式APs)，弹性(FlexConnect模式APs)

客户端密度=对指定的客户机密度调整RF配置。 

步骤3.添加需要的WLANs。 

连接对Wireless Networks选项并且点击+Add。

您能选择定义了新从头创建一新的WLAN或选择一已存在一个从WLAN*丢弃下来列表。

如果选择请定义新，象这样的一个菜单出现，其中您能选择安全的SSID名称、类型和其他SSID涉
及的设置。一旦完成新的SSID的配置请点击“Save” &适用于设备。



步骤4.选择该的VLAN (和其他配置)您要适用于该SSID。一旦执行请点击复选标记。



重复所有需要的WLANs的第3步和第4步。

步骤5.分配配置到需要的APs。

连接对AP Provisioning选项并且选择您要运用当前配置的APs。一旦选择移动他们从请添加/选择
APs对在此位置的APs。

第6.步。要运用配置于APs，请点击适用。

一旦点击请适用，您能看到被创建的新的位置。首先您看到0个被加入的APs，因为，当配置被运用
了于APs他们重新启动其关联到控制器(他们重新启动CAPWAP隧道)。



到目前为止重复为将由此9800 WLC服务的所有位置描述的所有步骤。

如果需要添加更多APs或WLANs到一个现有的位置您能点击位置和连接到相关选项做期望变动。

先进的无线设置

此向导通过一个先进的无线设置指导您。它允许您分段与更多详细资料的APs功能。



步骤1.开始先进的无线设置。

连接对Configuration>无线设置>Advanced >开始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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