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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思科当前通过 ISE 提供一组丰富的特性，例如对设备的认证、注册、状态检测及策略下发。现在无线控制器

上也有增强的这些功能。本文档介绍了如何在思科无线控制器上对设备分析和策略执行功能进行基本配置。 

无线控制器上对设备进行分析利用的新特性(分析和策略)是基于一些协议的，如 HTTP 和 DHCP，通过这些协

议识别网络上的终端设备类型。还能基于每个用户或者每个终端设备、以及每个设备的策略呈现统计信息。 

无线设备类型分析和策略分类引擎使 BYOD 部署简化并变得可视化，并将用户/无线设备的策略集成到无线控

制器里。 

 

 
 

范围、目标及期望 

分析和策略的执行功能将会在两个单独的组件上配置。无线控制器上的配置是基于加入网络中的客户特定的参

数。策略的属性包括： 

a. 角色 –定义用户类型或者用户所属的组。例如：学生，员工  

b. 设备 –定义设备的类型。例如：Windows 设备、智能手机、苹果设备例如 iPad、iPhone 等  

c. 地理位置 – 定义接入网络终端的位置。位置代表无线接入点组。根据无线接入点的地理位置不同

将其分组，从而给予每组不同的策略 

d. 时间 – 通过配置，定义在何时允许终端接入网络  



e. EAP 类型 – 检查客户端连接使用的 EAP 类型 

 

上述参数作为可配置的策略匹配属性。一旦终端匹配无线控制器的上述参数，策略实施就开启了。策略的实施

基于下列属性，如： 

a.   Vlan 分配 

b.   ACL 

c.   会话超时 

d.   QoS 

e.  客户端休眠—由于客户端休眠造成的超时(数小时)  

 

用户可以配置策略并在终端上实施特定的策略。通过 MAC OUI,DHCP,HTTP 代理对无线客户端进行分析（成

功的 HTTP 分析需要健康的网络）。无线控制器使用这些属性和预先定义的分类规则来识别设备。  

 

术语 

条目 注释 

APM  无线接入点管理接口 

Dyn 动态接口 

Mgmt 管理接口 

Port  物理 Gbps 端口 

AP 无线接入点 

LAG 链路聚集 

VSL 虚拟交换链路 

VLAN 虚拟局域网 

SSO 基于状态的切换 

WiSM-2 无线服务模块-2 

 

分析和策略配置 

版本 7.5 中，无线控制器通过集成的或者内置的分析文件来识别设备。 



未来的版本中，可以自行创建用户定义的分析文件，该分析文件的优先级高于内置的分析文件。当前有 88 个

内置的分析文件，通过无线控制器的 CLI 提示符查看。 

在无线控制器上使用命令 show profiling policy summary。本文档仅显示前 6 个分析文件。 

 

 

 

通过 GUI 在 WLAN 里配置设备的分析功能，找到 WLAN（此处创建 WLAN Demo-Employee）并且点击

Advance，接着通过在 Required 选项前打勾开启 DHCP 检查，向下滑动鼠标，在 Local Client Profiling 下

通过勾选相应的选项开启 DHCP Profiling 和 HTTP Profiling，并点击 Apply。 

 

 
 

 
 

 
注释 在 ISE 上配置分析功能则使用 Radius Client Profiling 

 
尝试关联客户端到已开启分析功能的 WLAN 上。本文档分别使用 Apple iPad, Android 设备和 Windows 设备。 



 

在无线控制器的主菜单，选择 Monitor > Clients，在 Device Type 这一列，看到 3 个与 WLAN 关联并已识

别的设备。查看下图—Windows PC 识别为 Microsoft-Workstation, iPad 识别为 Apple-iPad， Motorola Zoom 

识别为 Android 设备。 

 

 

 

从 CLI 上也能看到同样的结果，使用命令 show client summary devicetype 查看识别的设备。 

 

可以清楚地看到客户端设备被识别了，显示在 Device Type 下。 
 

 

 

通过无线控制器 GUI 界面在 WLAN 上创建策略 

创建策略并将其应用在 WLAN 上。在 WLC 菜单栏，选择 Security > Local Policies,将会看到策略表。 

 

 

在策略列表的页面，点击 New 创建策略名称。本文档使用"Employee-iPad"作为策略名称，用户可以使用任

意的名称命名策略。 



 

 

 

一旦创建了策略名称，点击名称配置规则。 

 

 

 

在 Policy Name 下，创建跟 Role,EAP Type 和 Device Type 匹配的策略。根据匹配条件可以定义发生的行

为。以下步骤里，本文档使用 Match criteria 下的 Device Type 进行匹配，也可以使用 Role 或者 EAP Type。 

为了将策略应用在客户端设备上，进入 Device Type，向下滑动鼠标在下拉栏里选择需要实施策略的设备类

型，然后点击 Add。 

本文档使用 Apple-iPad 作为设备类型与 Match Criteria 进行匹配。 

 



 

设备类型显示在 Device List 下。 

 



 

注释 在 Device Type 下，有 88 个设备分析文件，每个策略仅能添加/列出 16 个设备。 

 

在 Action 菜单下选择参数，实施策略。有 5 个属性，分别是 ACL, VLAN ID, QoS Policy, Session Timeout 

和  Sleeping Client Timeout。配置这些属性，并将指定的策略执行在客户端上。默认情况下，Session 

timeout 是 1800 秒，Sleeping client timeout 是 12 小时。 

 

Sleeping Client 指的是客户端在成功经过 web 认证之后，处于 RUN 的状态时，允许休眠或者唤醒，而不需要

通过登录界面重新认证。客户端经历多久时间休眠而不需要认证或者需要重新认证，是基于用户的配置的。 

 

如果出现策略里的 Sleeping Client timeout 参数和 WLAN 上全局的 sleeping client timeout 配置重复的情况，

这些细节稍后将会在本文档内讨论，参考 Appendix-A。 

Active Hours 定义了在一天中允许客户端访问网络的时间。 

 

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7.5/NativeProfiling75.html#wp43488


注释 为了简化和展示设备的参数，本文档的配置里依据 vlan 做分析和策略实施。 

 

分配 VLAN ID 并点击 Apply。 

 

 

 
正如在前面章节中讨论的，通过 vlan 参数实施策略时，需要在无线控制器上创建单独的接口。其中 VLAN 20

用于管理，VLAN 22 用于传输 Employees iPads 和 Apple 设备的流量。任意 iPad 或者 Apple 设备连接到实施

策略的 WLAN 上，将会被分配不同的 VLAN。如下的例子中，使用的是 VLAN 22。 

 

 

 

WLAN 策略匹配 

在 WLC 菜单上进入 WLANs 选项，选择准备实施策略的 WLAN ID。在 WLAN> General 标签下看到

Interface/Interface Group 的选项是 VLAN 20 管理接口。 

 

 



在 WLAN Edit 菜单下，选择 Policy-Mapping。 

 

 

将 Priority index 设为 1-16 之间的任意数。从 Local Policy 下拉菜单里选择已经创建的策略，点击 Add 将

策略应用到 WLAN 上。成功将策略映射到 WLAN 上后，会显示在 Policy Name 下。 

 

 
 

 
 



当 iPad 和策略关联之后，流量被定向到跟策略匹配的 VLAN 上。向下滑动鼠标至 Security Information，查看

Local Policy Applied。 

 

 

. 



 

关联策略到无线接入点组 

禁用即将在上面配置策略的 WLAN。 

为了将策略应用在无线接入点组上，此处假设已经在无线控制器上配置了无线接入点组。如果无线接入点组已

经配置好，请略过步骤 1—3。 

如果没有配置，需要在 WLC 菜单下创建无线接入点组。 

 

步骤 1  进入 WLANs > Advanced> AP Groups，点击 Add Group 

 

 

在 AP Group Name 后输入名称，并点击 Add. 

 

步骤 2 单击 AP Group Name，选择 WLANs，单击 Add New 按钮。 

 

 



 

步骤 3 在下拉菜单的 WLAN SSID 和 Interface 条目上，选择所需的 SSID 和接口。点击 Add 按钮将所选的

WLAN 应用到无线接入点组。 

 

步骤 4 将鼠标放置在需要配置策略的 WLAN 对应的蓝色向下的箭头上。接着从下拉菜单里选择 Policy-

Mapping. 

 

 

步骤 5 将 Priority index 设为 1-16 之间的任意数，从 Local Policy 下拉菜单中选择已经创建的策略。点击

Add 按钮将策略和无线接入点组关联，并显示在 Policy Name 条目下。 

点击 Back 按钮回到无线接入点组菜单。 

 



 

步骤 6 如果 AP 没有被加入到组中，选择 AP 并点击 Add APs 按钮。下图演示将 AP2600 添加到无线接入点

组中的过程。 

 

 

AP 被成功加入到特定的无线接入点组后，Enable 配置了策略的 WLAN。 

 

通过将 iPad/客户端与 WLAN 进行关联，测试策略的实施情况。一旦设备被关联并分析后，流量被定向到对应

该策略的 VLAN 上。 
 



 

 

 

 

注释 如果设备没有正确被分析，策略就不能实施。 

 

 



其它类型设备的策略实施案例 

例子 

根据接入网络不同的设备类型创建策略(Android, Macbook, 和 Windows)，一旦设备被分析并实施了策略，流

量就会定向到特定的 VLANs。 

下图中接口类型为 dynamic，例如"android"关联到了 VLAN 23，接口"apple"关联到了 VLAN 22，接口

"dynamic" 关联到了 VLAN 21。 

 

 

下面的例子中，展示的是对 Android 和 MAC 设备进行分析和策略实施。 

 

针对员工的 MacBooks 创建名称为 Employee-Mac-Device 的策略，并从 Device Type 下拉菜单中添加在无

线控制器上预先定义好的分析文件。 

 

一旦分析文件匹配了，策略将基于 VLAN 进行实施。本例中，如果设备是 MacBook，流量将定向到 VLAN 22，

如果是 Android 的设备，流量将定向到 VLAN 23。 

 

策略"Employee-Mac-Device" 

 



 

策略"Employee-Android" 

 

下述是与 WLAN "Demo-Employee"匹配的策略 
 



 

在上述的例子中，Android 设备和 Macbook 关联到 SSID Demo-Employee，这两个设备的流量各自被定向到

VLAN 23 和 VLAN 22。 
 

Android 设备的客户端详情： 

 

 

Apple MacBook 的客户端详情： 

 



 

设备分析： 

 

 

限制 

•   如果开启了 local profiling，在该 WLAN 上必须禁用 radius profiling，这两个配置互相排斥。 

•   如果开启了 AAA 优先功能，将以从 AAA 服务器获得的 AAA 参数为主进行角色认定，配置的策略不会生效。 

•   WGB 后的有线客户端不会被分析、实施策略。 

•   给予第一个匹配策略优先级。每个策略分析文件会有相应的策略匹配规则。 

•   每个 WLAN 仅能被配置 16 条策略，总共允许 64 条策略。 

•   当 2 层或者 3 层认证完成或者设备发送了 http 流量并且被分析后，才会实施策略。 



•   此版本仅支持 IPv4 客户端的分析。 

•    不支持对 WGB 有线客户端的分析，因为 WGB 有线客户端不能进行 http 分析。 

 

总结 

•   默认情况下，所有 WLAN 上的分析功能是禁用的。 

•   每个 WLAN 可以配置匹配的分析策略。 

•   每个策略通过与角色类型、设备类型、 EAP 类型进行匹配，或者通过相关联的策略索引。 

•   策略索引指明了需要优先匹配的策略。 

•   根据策略索引推断相应的策略名称。 

•   策略匹配以第一个匹配的原则为主，在每个客户端上设置策略实施的属性。 

•   根据安全类型为每个客户端决定策略实施的顺序。 

•    设备被分析后，客户端信息会被储存，并开始实施相应的策略。 

 

查看命令 

show user <username> devices 

show client wlan <WLAN Id> 

show client wlan <WLAN Id> device-type <ipad | ipod | macbook ..> 

show wlan <wlan-id> 

 

Debug 命令 

debug policy [events|errors] <enable|disables> 

Debugs for profiler will be enabled by the existing "debug profiling 

<enable | disable>" CLI 



通过 CLI 配置分析命令 

config wlan disable<wlan-id> 

config wlan profiling <radius/local> <all/dhcp/http> enable <wlan-id> 

config wlan enable <wlan-id> 

 

通过 CLI 配置策略 

config policy <policy-name> create 

config policy <policy-name> match device-type add <device name> 

config policy <policy-name>action vlan <enable|disable> <vlan #> 

config wlan policy add <policy index number> <policy-name> <WLAN Id> 

 

为了配置策略并将其匹配到相应的无线接入点组，需要策略索引，它指明了首先应匹配的策略。以下是 CLI

命令： 

config wlan apgroup policy add <policy index number> <policy-name> 

<apgroup name> <WLAN Id> 

 

配置策略并在指定的时间内匹配，CLI 命令如下： 

config policy <policy-name>active add hours <08:00 - 17:00> days <Mon | 

Tue | Wed | Thurs | Fri | Daily | Weekdays > 

 

配置与 EAP 类型匹配的策略，CLI 命令如下： 

config policy <policy-name> match eap-type add <peap | leap | eap-fast 

| eap-tls> 

 

配置策略实施的 ACL，CLI 命令如下： 

config policy <policy-name> action acl <acl-name> <enable/disable> 

 



配置策略实施的 QoS，CLI 命令如下： 

config policy<policy-name> action qos <bronze | gold | platinum | 

silver> <enable|disable> 

 

配置策略实施的 Session-Timeout 参数，CLI 命令如下： 

config policy <policy-name> action session-timeout <timeout in sec> 

<enable|disable> 

 

配置策略实施的 Sleeping Client Timeout 参数，CLI 命令如下： 

config policy <policy-name> action sleeping-client-timeout 

<enable|disable><timeout in hours> 

 

附录-A 

休眠客户端的支持 

在当前的版本 7.4 里，通过 web 认证连接到无线控制器的访客设备如果从休眠状态进入到唤醒状态，每次都

需要输入登录的信息。 

版本 7.5 里，成功经过 web 认证处于 RUN 状态的客户端从休眠状态进入到唤醒状态时，不需要通过登录界面

重新进行认证。可以配置客户端进入休眠状态后需要重新认证的时长。 

其他主要的特性如下： 

 特性是根据每个 wlan 进行配置的。 

 仅支持开启了 3 层安全的 WLAN。不适用于 Guest LAN 或者 Remote LAN。 

 休眠时长可以配置为 1 小时到 30 天(720 小时)，默认值是 12 小时。配置的时长和策略都和 WLAN

匹配。匹配策略优先于 WLAN 的配置。 

 支持的最大休眠客户的数目与平台有关。 

– WiSM/5508 - 1000 

– 7500/8500 - 9000 

– 2500 - 500 

 

 Flex 连接的 AP 支持—flexconnect 的 AP 在本地交换的模式下支持休眠客户端特性，无论是通过内部

还是外部认证。 

 高冗余—支持配置同步功能。无论是处于活跃和备份状态，休眠的缓存项不会同步。 



 

休眠客户端的 WLAN 配置 

仅 3 层安全 WLAN 支持休眠客户端，找到准备开启休眠客户端特性的 WLAN，点击 Security > Layer 3 并从

Layer 3 Security 下拉菜单里选择 Web Policy。 

选择 Authentication，如下图所示开启 Sleeping Client 功能。 

 

 

选择 Advanced 标签，保证 session timeout 时长要大于 client idle timeout 的值。否则的话，不能成功创建休

眠客户端。 

 



 

将客户端连接至开启了休眠客户端模式的 WLAN。然后选择 Monitor > Clients，客户端的状态显示为

Associated，需要通过网页输入用户名/密码进行 Web-auth 认证。 

 

 



 

进入 Client Properties 页面，看到客户端处于需要 Web-auth 认证状态。 

输入正确的登录信息后，客户端通过认证并且进入 RUN 状态。 

 

 



 

Web-auth 认证成功后，用户就通过了认证。 
 

 

如果客户端空闲或者与 WLAN 中断连接超过 300s（默认的空闲超时值），客户端进入休眠模式。点击

Sleeping Clients 查看客户端是否还存在。 

. 



一旦客户端进入休眠客户端模式，超时会话 timeout session 启动，并且显示客户端被删除的剩余时间。 

 

此时如果客户端唤醒或者加入相同的 WLAN，不再需要重新认证。 

 

休眠客户端 CLI 命令 

在 wlan 上开启休眠客户端特性： 

 (controller) >config wlan custom-web sleep-client enable/disable  

<wlan-id> 

在 wlan 配置休眠客户端的间隔： 

 (controller) > config wlan custom-web sleep-client timeout <1- 

720hours> <wlan-id> 

 

查看 wlan 上休眠客户端的配置： 

 (controller) > show wlan <wlan-id> 

 

删除不需要的休眠客户端： 

 (controller) > config custom-web sleep-client delete <mac-addr> 

 

显示所有休眠客户端： 

 (controller) > show custom-web sleep-client summary 

 

基于 mac 地址显示休眠客户端的详情： 

 (controller) > show custom-web sleep-client detail <mac-addr> 

 

 

 

 



原文链接：http://www.cisco.com/en/US/partner/docs/wireless/controller/technotes/7.5/NativeProfiling75.html  

翻译人：李蓓蓓 

校对：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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