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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本文介绍了使用Stack Wise-480技术的CT5760高可用性的无线接入点的基于状态切换冗余模型。

思科5700系列无线控制器的高可用性使用思科Stack Wise-480技术。本部署指南仅适用于融合接

入的CT5760无线局域网无线控制器。想要获得更多CT5760的信息，请参阅CT5760无线控制器

部署指南。 

 

 

CT5760 无线控制器 

 

CT5760是创新型的基于UADP ASIC的无线控制器，作为一个集中无线控制器部署在下一代统一

无线基础架构中。CT5760无线控制器是专门设计用于作为统一中央无线控制器。同时它们还支

持最新的无线基础架构中的融合接入交换机的移动特性。 

 

图 1 思科5760无线控制器 

 

 
 

 

CT5760是一个可扩展的高性能的无线控制器，它可以扩展到管理1000访问点和12000个客户端。

无线控制器有6个10 Gbps的数据端口。作为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CT5760系列与

思科Aironet无线接入点，思科Prime基础设施网管软件和思科移动服务引擎一起工作，来支持关



键业务的无线数据、语音和视频应用程序。 

 
 

5760 无线接入点状态切换（AP SSO）概述 
 

思科5700系列无线控制器的IOS XE 3.3 SE版本推出了1:1的主备冗余模型，这种高可用性使用的

是CT5760无线控制器的stackwise-480技术。思科5700无线控制器的高可用性通过Stackwise-480

技术启用。Stackwise-480技术在每个思科IOS软件SSO技术的堆叠中确定主用和备用的无线控制

器成员。所有的控制平面活动都集中并且在主用和备用单元之间同步。主用无线控制器集中管

理所有的控制和管理通信。网络控制数据流量透明地从备用设备发送到主用设备进行集中处理。

CT5760高可用性的冗余配对可以通过一个或者两个交换机连接12个端口到网络中。  

 

大量和增量配置在运行的时候在两个无线控制器之间同步，两个无线控制器在管理接口上共享相

同的IP地址。运行状态的无线接入点的CAPWAP状态也会在主用无线控制器和备用无线控制器之

间同步，在主用无线控制器失效的时候可以进行状态切换。在主用无线控制器失效的时候无线接

入点不进入到发现状态，备用无线控制器会接管主用无线控制器来服务网络。 

 
 

SSO没有抢占功能，这就意味着之前的主用无线控制器恢复工作的时候，它不会重新成为主用无

线控制器，而是通过与备用无线控制器协商自己的状态，从而进入到热备的状态。主用和备用

无线控制器的选举过程是一个自动的作为SSO StackWise技术一部分的过程，在文档后面会作相

应的解释。 

 

思科5700系列无线控制器支持无线接入点的SSO高可用性。IOS XE 3.3版本只支持AP SSO，

即在无线控制器切换之后，AP不会断开并继续与无线控制器关联。但是，所有的客户端都

将被解除认证，被迫加入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因为该版本不支持客户端SSO。思科会在

后续版本支持客户端SSO。 

 

高可用性的 StackWise-480 连接 
 

一对CT5760高可用性配对可以看做是一个特殊的交换机堆叠特例，可以支持两个CT5760无线控

制器通过StackWise - 480端口连接。堆叠成员作为一个统一的系统一起工作。第三个CT5760不能

加入到该交换机堆叠或HA对中。一个交换机堆叠总是有一个主用的无线控制器和一个备用无线控

制器。如果主用无线控制器不可用，备用无线控制器会变成主用，并且继续保持运作。主动无线

控制器控制的高可用性配对的运作是stack-wise的单点管理。文章使用交换机这个词用来引用

CT5760无线控制器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StackWise-480拥有480Gbps的带宽，在高可用性配对中使用SSO来提供弹性。主用CT5760无线

控制器会创建和更新所有的无线信息，并且不断地与备用无线控制器同步信息。如果主用无线

控制器失败，备用无线控制器会替代主用无线控制器的角色继续保持高可用性配对的运作。无

线接入点在主用到备用的切换期间继续保持连接。 

 

如下所示StackWise-480线缆，有50厘米、1米和3米三种类型。 
 

 
图 2 StackWise-480 线缆 



 
 

 

图 3 堆叠线缆的部件编号 

 
 

 

每个CT5760无线控制器有两个堆叠端口，并且推荐使用full-ring的方式连接堆叠电缆如下所示。 

 
图 4 CT5760无线控制器使用Full-ring方式连接 

 

 
 

StackWise-480电缆需要如图所示一样，将Cisco图标向上插入到堆叠栈端口。 
 

 
图5 堆叠线缆插入到CT5760无线控制器的堆叠端口中 

 



 
 

 
 
 

注意 购买3.3版本的AIR-CT5760-HA设备的用户也可选择购买堆叠线缆  
 
 

确认堆叠线缆的连接性 
 

命令show switch stack-ports summary可以用来确认堆叠线缆的连接性 
 

 
图 6 show switch stack-ports summary 输出 

 
 

 
可以确认： 

 

•    Port Status is OK 说明检测到了线缆，并且连接的邻居处于开启状态 
 

•    Link OK is Yes 说明堆叠线缆已经连接 
 

•    Link Active is Yes 说明检测到了邻居。端口可以通过连接发送数据。  

 

下表列出了不同区域表示的信息。 

 

 
表 1 命令 show switch stack-ports summary 输出的描述 

 

参数 描述 

Switch#/Port# 成员号和它的堆叠端口号 



Stack Port Status 堆叠端口的状态 
 

•  Absent—在堆叠端口上没有检测到线缆  

•  Down—检测到线缆，没有连接邻居或者是禁用了堆叠端口  

•  OK—检测到线缆，并且邻居是开启的。 

Neighbor 堆叠线缆另一端的活跃成员的交换机号 

Cable Length 有效的长度是50cm、1m或3m，如果CT5760无线控制器不能检

测到线缆长度，那么这个值就是no cable。有可能没有连接线

缆或者是链接不可靠。  

 

 
 

表 1 命令 show switch stack-ports summary 输出的描述 
 

参数 描述 

Link OK 堆叠线缆是否连接并且正常工作。在另一端可能连着一个邻

居。链接对象是邻居交换机的堆叠端口  
 

•    No—该端口上没有连接堆叠线缆或者是堆叠线缆没有正

常工作 

•    Yes—该端口连接了一个正常工作的堆叠线缆  

Link Active 堆叠线缆的另一头是否连接了一个邻居： 

•    No—在另一头没有检测到邻居。端口不能够通过该链

接发送数据。 
 

•    Yes—在另一头检测到邻居。端口能够通过该链接发送数

据。 

Sync OK 连接对象是否能发送有效的协议信息到堆叠端口  

•    No—连接对象不能够发送有效的协议信息到堆叠端口  
 

•    Yes—连接对象可以发送有效的协议信息到堆叠端口 

# Changes to LinkOK 连接的相对稳定性。如果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大量的变化，会发

生链接的摆动 



In Loopback 堆叠线缆是否连接到了某个成员的堆叠端口上。  

•    No—该成员至少有一个堆叠端口连接了堆叠线缆 
 

•    Yes—该成员所有的堆叠端口都没有连接堆叠线缆 

 

 

监控高可用性配对 
 

命令show switch显示了高可用性配对的总结信息，包括了冗余高可用性配对中每个CT5760无

线控制器的MAC地址、角色、交换机优先级以及目前的状态。  
 

 
图 7 show switch 输出 

 

 

 

默认情况下，高可用性配对的本地MAC地址是当前主用无线控制器的MAC地址。当发生了

切换时，这个MAC地址会改成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的MAC地址。 

然而，可以设置持续MAC地址功能，可用于在MAC地址变化之前设置延迟时间。 
 

 
图 8 MAC持续功能命令 

 
 

 
 

•  输入没有数值或数值为0的命令，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使用当前主用无线控制器的MAC地

址。 

•  输入一个数值从1到60分钟的时间，可以在冗余设备MAC地址变成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

之前配置一个时间。可以使用以前的主用无线控制器使用的MAC地址直到配置的时间

到期。 

 

访问备用 WLC 控制台 
 

主动无线控制器可以通过控制台连接、Telnet、SSH或使用管理IP地址的Web浏览器访问。



 
 

访问备用无线控制器IOS控制台，在主用CT5760无线控制器中在config模式下执行了以下命

令后，使用session standby ios特权EXEC命令访问。 
 

conf t 

service 

internal 

redundancy 

main-cpu 

standby console 

enable end 

session standby ios 

 

备用控制台的提示后边会附加“-stby”，表示访问的是备用无线控制器的控制台，如下所

示。 
 

 
图 9  备用控制台和备用控制台的show switch命令 

 

 

 

命令show switch指向当前CT5760无线控制器，在控制台上的交换机号码前使用(*)表示，如

上所示。 

CT5760 无线控制器主用和备用选举过程 
 

主用的CT5760无线控制器会一直保持主用无线控制器的角色，除非发生了以下事件：  
 

•    CT5760无线控制器HA配对重启 
 

•    主用CT5760无线控制器从HA配对中移出 
 

•    主用CT5760无线控制器重启或者是断电 
 

•    主用CT5760无线控制器发生故障 
 

•    的独立的CT5760无线控制器与目前主用的CT5760无线控制器结合到一起。  

 

选举和重选举主用CT5760无线控制器是基于以下因素，并且按照以下的顺序： 
 

1.    CT5760是当前的主用CT5760无线控制器  
 

2.    拥有最高堆叠优先值的CT5760无线控制器  

  



 

 
注意 我们建议将想要配置成为主用无线控制器的CT5760分配最高的优先级。这可以保证在重选举发
生的时候这个无线控制器可以被选中成为主用无线控制器。 

 

 

设置交换机优先级 
 

switch stack-member-number priority new-priority-number 

\\指定了堆叠号和该堆叠号的新的优先级。堆叠号从1到9.优先级从1到15. 

 
 

Example 例如 

5760# switch 2 priority 2 

 

你可以通过使用show switch用户EXEC命令显示目前的优先级。优先级配置后马上就会生效，

但是不会影响到当前的主用无线控制器。新的优先级会在当前的主用CT5760无线控制器或者是

HA冗余配对重启的时候，帮助确定哪一个无线控制器会被选举成为主用无线控制器。 
 

3.    最短开启时间的CT5760无线控制器 
 

4.    最低MAC地址的CT5760无线控制器 
 

交换机上的ACTV LED灯可以用来确认当前的主用无线控制器。 
 

 

高可用性配对过程的最佳实践 
 

•  添加一个开启的CT5760无线控制器与现有的主用无线控制器合并使用，就会导致重

启并且从他们中选举一个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 
 

•  使用堆叠线缆连接到现有主用无线控制器的时候，在连接之前要确保那台无线控制器是断

电的状态。一旦连接了堆叠线缆，就可以开启无线控制器。这个新加入的无线控制器就会

成为热备的无线控制器，因为已经有了主用无线控制器了。 
 

•  同样的，将一个运行状态的无线控制器移除，也会导致两个无线控制器的重启。在移除堆

叠线缆之前一定要将无线控制器关机，就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配置 EtherChannels（LAG） 
 

LAG或者是EtherChannel，是将备用和主用无线控制器的现有端口绑定在一起成为一个可以提

供汇集的60Gbps带宽的逻辑端口。EtherChannel的建立可以提供端口故障情况下端口的冗余性。

EtherChannel或者LAG用来保证无线接入点高可用的链接冗余性。CT5760无线控制器支持多个

LAG绑定。 
 

1.    将两台关机状态的CT5760无线控制器用堆叠线缆连接起来  
 

2.    同时为两台无线控制器上电引导开启或者开启一台无线控制器。 
 

3.    无线控制器会启动成功地组成高可用性配对。 
 

4.    在设备上配置EtherChannel或者是LAG 
 

5.    使用show etherchannel summary命令来查看配置的EtherChannel的状态。 
 

6.    配置成功了，所有指定的端口就会被绑定成一个通道，并且列在show etherchannel summary

命令输出下。 



7.    运行show ap uptime命令来确认无线接入点 
 

 

链路聚合控制协议（LACP）能够使用lacp port-priority number命令来配置。 
 

配置了LACP的show etherchannel summary命令的输出示例 
 

5760# show etherchannel summary 

Flags: D - down P - bundled in port-channel 

I - stand-alone s - suspended 

H - Hot-standby (LACP only) 

 
R - Layer3 S - Layer2 

U - in use f - failed to allocate aggregator 

M - not in use, minimum links not 

met u - unsuitable for bundling 

w - waiting to be aggregated 

d - default port 

 

 
Number of channel-groups in use: 1 

Number of aggregators: 1 

 

 
 
 

配置 CT5760 高可用性（可选） 
 

离线配置功能可以用来在无线控制器与主用无线控制器配对之前预配置（提供一个配置给）一

个新的CT5760 无线控制器。您可以配置堆栈成员号，交换机类型，与无线控制器相关但目前

不是HA的冗余配对一部分的接口。在主用无线控制器上创建的配置称为预配置。与主用无线控

制器配对接收这个配置的无线控制器称为配置交换机。 
 

 

预配置是通过switch stack-member-number provision type全局配置命令手动创建的。在无线

控制器与主用无线控制器配对之前，配置CT5760上的stack-member-number和type必须与为新无

线控制器创建的stack-member-number和type匹配。 
 

 

当您在配置与预配置CT5760相关的接口的时候，主用无线控制器会接受配置，信息会出现在

运行配置中。然而，因为第二个无线控制器不是活跃的，任何配置的接口是不操作的，与预

配置设备相关的接口也不会出现在某些特定功能的输出显示中。例如，与预配置无线控制器

相关的VLAN配置信息就不会出现在show vlan 用户EXEC命令输出中。预配置会保留在运行

配置中，不管预配置无线控制器是否是HA配对的一部分。你可以使用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特权执行命令来保存预配置成为启动配置文件。 

 
 

命令show running-config显示与预配置无线控制器相关的接口的命令输出。 
 

5760(config)# switch 2 provision air-ct5760-6 

5760(config)# end 

\\Where 2 = switch number of new CT5760, air-ct5760-6 = SKU of CT5760 

 
5760# show running-config | include switch 2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2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3 

<output truncated> 

 

 

AP SSO 的状态转换 
 

 
图 10 Simplex模式下的主用无线控制器 

 

 

 
 
 

 
图 11 高可用性配对的备用插入 

 

 

 
 

 
 
 

图 12 高可用性同步过程 



 
 

 
 
 

图 13 SSO的状态 

 
 

 
 
 
 

图 14 Duplex SSO模式下的CT5760无线控制器 
 

 

 
 

 



验证 AP SSO 的高可用性 
 

 

验证冗余状态（CLI） 
 

无线接入点的状态切换（AP SSO）意味着所有的无线接入点会话是有状态的切换，并且在没

有会话丢失的情况下无线接入点能继续在网络中运行，改善网络服务可用性和减少停机时间。

主用无线控制器的冗余配对可以支持1000无线接入点和12000个客户端。 
 

 

一旦在堆叠中一个冗余配对形成了，高可用性就开启了，这就意味着无线接入点能够在

active-to-standby的切换过程中继续工作。 

 

命令show redundancy states  可以显示主用和备用无线控制器的所有冗余状态。 
 

 

手动切换动作，比如命令redundancy force-switchover不能够在备用无线控制器上执行，只能

在主用无线控制器上使用。 
 

 
 

图 15 主用无线控制器的冗余状态 

 

 
 

 
图 16 备用无线控制器的冗余状态 

 

 
 



命令show redundancy会显示冗余系统和当前处理器的信息。冗余系统信息包括系统正常运行时间、

备用故障、切换原因、硬件模式、配置和操作冗余模式。当前处理器信息显示了包括图像版本、

活跃的位置、软件状态、引导变量、配置寄存器的值、在当前状态正常运行时间等等。对等处理

器信息只能从主用无线控制器获得。 
 

 
图 17 在主用无线控制器上使用show redundancy 

 

 

 
图 18 在备用无线控制器上使用show redundancy 

 



 
 
 

验证 AP SSO 的状态同步 
 

无线接入点的CAPWAP状态信息会同步到备用无线控制器。无线接入点运行时间和关联时间可

以在主用和备用无线控制器上使用show ap summary和show ap uptime命令得到验证。 
 

 
图 19 在主用无线控制器上的无线接入点汇总信息和运行时间 

 

 

 
 

 
图 20 备用无线控制上的无线接入点汇总信息和运作时间 

 



 
 

 

查看切换状态（GUI） 
 

在无线控制器的Web页面上导航到Monitor > Controller > Redundancy  > States页面，显示了

Redundancy States（冗余状态）信息。 
 

 
图 21 图形界面上显示的冗余状态 

 
 

 
 

输出中的参数描述如下：  
 

 
表 2 冗余状态显示参数 

 

参数 描述 



My State 显示了主用CPU无线控制器模块的状态。

参数如下： 

•    Active 活跃 
 

•    Standby HOT 热备 
 

•    Disable 
Peer State 显示了备用CPU无线控制器模块的状态。参数

如下： 
 

•    Standby HOT 热备 
 

•    Disable 禁用 

Mode 显示了冗余对等体的目前状态。参数如下：  

•    Simplex—单CPU无线控制器模块 
 

•    Duplex—双CPU无线控制器模块 

Unit ID 显示了CPU无线控制器模块的单元ID 

Redundancy Mode (Operational) 显示目前设备支持的运行冗余模式。 

Redundancy Mode (Configured) 显示目前设备配置的冗余模式。  

Redundancy State 显示设备当前运行的冗余状态。参数如下： 
 

•    SSO  
 

•    Not Redundant 没有冗余 

Manual Switch 显示是否开启了手动切换。 

Communications 显示两个无线控制器之间的通信开启还是关

闭。 

 

 

查看切换历史（GUI） 
 

在无线控制器上Web页面上导航到Monitor > Controller > Redundancy  > Switch Over History

页面。显示了Redundancy Switch Over History页面。 

 
图 22 切换历史页面 

 

 



 

 

参数显示的描述如下： 
 

 
表 3 切换历史参数描述 

 

参数 描述 

Index 显示冗余设备的索引数 

Previous Active 显示切换前的主用无线控制器 

Current Active 显示目前的主用无线控制器 

Switch Over Time 当切换发生的时候显示系统时间  

Switch Over Reason 显示发生切换的原因 

 

 

AP SSO 切换过程 
 
 

端口水平的冗余 
 

两台CT5760无线控制器的12个端口可以通过一个或两个交换机连接到基础设施网络。在这两种

情况下，CT5760无线控制器的端口都被配置成端口组。连接到邻居交换机的端口故障不会发生

系统切换，当活动端口少于6个端口的时候只会影响到带宽。然而，系统切换的发生可能由于

如下各种原因。 
 
 

系统水平的冗余 
 

进程故障切换 

 

这种切换发生在主用无线控制器任何主要的运行进程故障或者崩溃的时候。例如HA 

Manager，WCM，Stack Manager，FED，FFM等等。当发生故障的时候，主用无线控制器会

重启，备用无线控制器会接管变成主用无线控制器。当发生故障的系统重新开启之后，会进

入到热备状态。如果备用无线控制器还不是热备状态，两个无线控制器就会重启，就不会有

AP SSO功能了。备用无线控制器（不管是否是热备）的一个进程故障就会引起重启。 
 

 
 



电源故障切换 

这种从主用无线控制器到备用无线控制器的切换是由于当前主用无线控制器的电源故障引起的。

当故障的系统重启后，当前的备用无线控制器会成为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重启后的主用设备

成为热备设备。 

 
手动切换 

 

只要CT5760无线控制器是使用堆叠电缆连接起来，使用了思科StackWise-480技术，HA功能是默

认启用的。你不能禁用它；然而，您可以使用命令行接口启动手动状态切换。这是一个用户发起

的主用和备用无线控制器之间的强制切换。当前的备用无线控制器成为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当

系统启动后，它将过渡到热备状态。执行手动切换，使用redundancy force-switchover命令。这

个命令启动一个从主用到备用无线控制器状态转换的过程。主用无线控制器重新加载和备用无线

控制器接管成为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 
 

 
图 23 手动切换命令 

 
 

 
 

 

下表给出了切换过程的估计时间： 
 

 
表 4 AP SSO切换时间表 

 

指标  时间 

故障检测 In the order of 50 ms. 

协调时间（备用成为主用） In the order of 1020 ms. 

*第一个客户重新加入时间 Dot1x client: 64s; open client: 16s. 

*所有客户端（12000个）重新加入时间 Dot1x: 228s; open clients: 153s. 

 

 
*切换前系统连接12000个客户端 

 

 

切换之后 
 



CT5760无线控制器成功地从备用无线控制器切换到主用无线控制器，所有的连接到之前主

用无线控制器的无线接入点必须要保持连接到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 
 

 

客户端在切换的时候必须要解除认证。可以通过下边的命令确认：  
 

•    show ap uptime:在切换之后无线接入点的运行时间没有重置。  
 

•    show wireless client summary:显示连接到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的客户端。 
 
 

升级 HA 配对 
 

在IOS XE 3.3版本之前，CT5760无线控制器还不支持AP SSO功能。在配对成高可用性配对之前

把每个无线控制器都升级到3.3版本，请参照使用说明中的高可用性配对过程的最佳实践版块。 
 

 

参照下列步骤可以将HA配对升级到IOS XE 3.3之后的版本： 

1.    将镜像复制到Flash：对于主用CT5760无线控制器 
 

2.    确保BOOT启动参数设置成了安装模块启动： 
 

boot system switch all flash:packages.conf 

3.    使用命令将路径指向到Flash上的新镜像，这样就不用单独升级每个无线控制器就能对HA

配对进行升级。 
 

•    自动升级功能在当前版本还不支持。 
 

•    不同软件版本的CT5760无线控制器配对目前还是不支持的。  
 

•    建议使用上边列出的方案来同时升级主用和备用无线控制器。 

 
 

使用 N+1 高可用性拓扑的 AP SSO 混合部署方式 
 

 
图 24   使用N+1高可用性拓扑的AP SSO混合部署方式 

 

 
 

 

如上所示，支持AP SSO冗余配对和N+1的主用，第二和第三模型的混合拓扑。在DR站点的二

级无线控制器可以是一个CT5760或者运行新的移动性的CUWN无线控制器。无线接入点从融

合接入CT5760无线控制器转换到CUWN无线控制器失败的话，将在加入CUWN无线控制器之

前重新下载代码。 



 

 

CT5760 无线控制器高可用性的授权 
 

在一对高可用性冗余配对中，无线接入点的许可数计数是两个无线控制器的计数之和。主动

无线控制器将显示所有无线接入点的许可，细分到每个无线控制器。CT5760无线控制器配对

可以支持的无线接入点数量是1000。 

 
 

当CT5760无线控制器配对在一起，形成一组配对的时候，累计无线接入点数量可能超过1000。

然而，无线控制器上的WCM模块会不允许每个高可用性配对的无线接入点数量超过1000。在

用户控制台上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告诉用户累计无线接入点数量已超过1000。 

 
 

在删除的情况下，正在使用的无线接入点数可能超过无线控制器上的可用的无线接入点的许可

数量。如果已经连接的无线接入点总数超过可用的HA配对的无线接入点总数，会有系统日志和

警告消息提醒，那些AP可能会因为AP或堆栈重启断开连接。如果移除的无线控制器带走了无线

接入点的许可或者是因为配置而移除了许可，从而减少了额外添加无线接入点许可证的情况下，

上述情况可能发生。一般来说，当从一对无线控制器高可用性配对中移除一个无线控制器，它

会带走之前安装在无线控制器中的无线接入点计数。然而，主用无线控制器为了不中断服务，

将继续支持移除无线控制器带走许可的无线接入点技术，但在无线控制器或AP重启后，某些无

线接入点将无法加入到无线控制器，无线接入点计数将变成主用无线控制器能支持的无线接入

点数量，即无线控制器上本来就有的许可计数。 

 

AP SSO 和 CT5760 的高可用性 SKU 
 

•    当主用无线控制器故障切换到HA-SKU设备的时候，5760HA-SKU可以支持到1000个无线

接入点。 
 

•    当非HA-SKU的备用无线控制器故障的时候，HA-SKU会生成以下的通知信息： 

“The current stack does not support the applied AP License Count. Reconnect a Catalyst 5760 

SKU running valid AP License Count within 90 days.” 当前堆叠不支持应用的无线接入点许

可数。请重新连接一个新的在90天使用期内拥有有效无线接入点许可的Catalyst 5760 SKU。 
 

•    两个5760 HA-SKU设备不能够形成一个SSO配对 
 

•    5760 HA-SKU不能够添加无线接入点许可 
 

•    5760 HA-SKU拥有的PID是AIR-CT5760-HA-K9，表示它是一个HA-SKU设备。 
 

•    非HA-SKU的5760无线控制器不能通过配置成为HA-SKU设备。 
 

 

下表列出了配对无线控制器类型的示例，并且说明了这些配对跟无线接入点许可技术的影响。  

 
表 5 无线控制器配对和许可的示例 

 

Controllers 无线控制器 Pairing Effect and AP Licenses 配对和许可的影响 

AIR-CT5760-HA-K9 SKU with 
 

Standby: AIR-CT5760-HA-K9 SKU 

主用和备用无线控制器都是HA的SKU。这种情

况不允许配对。没有AP许可。 

AIR-CT5760-<apcount>-K9 SKU with 
 

Standby: AIR-CT5760-HA-K9 

受主用无线控制器上的AP许可数量的限制 



AIR-CT5760-HA-K9 SKU with 
 

Standby: AIR-CT5760-<apcount>-K9 

在AIR-CT5760-500-K9无线控制器上，会有1000无线

接入点系统日志的警告信息，AP许可超了500个。在

堆叠或者AP重启后额外的AP就会断开连接。 

AIR-CT5760-<apcount>-K9 SKU with 
 

Standby: AIR-CT5760-<apcount>-K9 

主用无线控制器500个AP许可。备用无线控制器有250

个AP许可。一共有750个AP许可。总数不能超过1000

个 

AIR-CT5760-<apcount>-K9 SKU with 
 

AIR-CT5760-<apcount>-K9 

第一个无线控制器是版本3.3，第二个是EX1/CCO。

两个无线控制器配对需要一样的版本。如果不一

样，就不能匹配。 

AIR-CT5760-<apcount>-K9 SKU [DTLS 

image] 

with  AIR-CT5760-<apcount>-K9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使用LDPE的

LDPE，配对成功。一种是使用非LDPE的

LDPE，匹配不成。 

 

 

AP SSO 的功能交互 
 

•    在每个无线接入点的镜像下载过程中的切换会导致AP重新从主用无线控制器上下载镜像。  
 

•    恶意AP和客户端不会同步到备用无线控制器，在切换的时候会重新学习。  
 

•    基础设施的MFP密钥不会同步到备用无线控制器，会在切换的时候重新学习。  
 

•    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会从IPS和其他MC重新学习避免列表，重发布到其他的MA。 
 

•    wIPS信息不会同步到备用设备，在切换的时候会重新学习。  
 

•    CleanAir技术检测到的干扰设备在切换之后会重新学习。  
 

•    NetFlow记录会在切换之后清除，在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上会重新开始收集数据。 
 

•    到MO和其MC的移动路径和隧道在切换之后不会中断。HA配对下的MO中的客户端状态会清

除掉，当客户端重新关联之后会在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上重新学习。 

•    数据经过移动隧道终端（MTE）终结的漫游客户端，在Sticky Anchoring的L2和L3漫游的情

况下变成了本地状态。L2漫游客户端不会受到影响，除非漫游发生在CUWN和融合访问无线控制器

之间。 

•    在主要HA配对中的RRM相关的配置和AP邻居列表会同步到备用无线控制器。 
 

•    在访客锚无线控制器切换的时候，移动隧道保持活动，AP会保持连接，客户端会重新加

入到MA或者MC，会重新定位到新的主用无线控制器。 

 
 
 
 

原文链接：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5700/software/release/ios_xe_33/5760_HA_DG_iosXE33.html   

翻译人：冯博 

校对：谢清 

译于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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