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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档为 IT 专业人士针对设计、部署和管理思科无线局域网所准备。它假定读者对思科统

一无线网络组件与特性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并且了解基础的 IP 网络知识。最佳实践涵盖实

施考虑，推荐的网络设置和故障排除方法从而为苹果设备和混合客户端环境提供最好的服务，

同时保持基础设施的安全性。 

 

本文档中的主题包括对不同案例配置的一般指导和对采用 iOS 6 操作系统的 iPhone 和 iPad

的针对性指导。iOS 6 操作系统支持 Wi-Fi 802.11r 标准的快速安全漫游和 802.11k 标准的邻居

列表无线管理。 

 

介绍 

 

在“自带设备（BYOD）”的世界里，学生们把他们的无线苹果 iPhone 和 iPad 带来校园，统

计数据显示，大多数人携带多个设备，IT 管理者希望能采用一个确保网络安全的开放性接入

网络环境。 

 

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这一环境带来了服务质量、无线覆盖范围、漫游场景、集中交换与本

地交换架构和传统客户端兼容性等许多挑战。怎样做到允许访客用户使用无线打印机但又不

能访问企业文件服务器？怎样保证企业信任用户被给予更高优先级的带宽？这不仅与访问

安全相关，也与简单的设备报道注册和保持良好的应用性能连接相关。 

 

本文档介绍了一些针对“iDevices”的可能的服务最佳实践，同时给出了许多必须考虑的不

同因素。苹果公司站在移动终端与业务应用的最前沿。iPhone5 支持在 5 GHz 频段的 21 个信

道。这给了 iPhone5 的 Wi-Fi 双频段支持，极大地影响了商务应用中 iPhone 的采用。苹果 iOS6

支持 802.11k 和 802.11r 标准，旨在提高跨 Wi-Fi 无线接入点的漫游接入。本文档包含的信息

包括如何在思科无线控制器配置上述协议。 

 

Wi-Fi 信道覆盖 

Wi-Fi 信道覆盖范围概述 

 

双模 iPhone5和 iPad支持所有的美国 5GHz信道，允许这些设备使用 21个附加的Wi-Fi信道。

思科建议使用 5 GHz 频谱进行覆盖设计。5 GHz 信道不受诸如蓝牙和微波炉等 2.4 GHz 的设



备的干扰。5 GHz 信道的信道使用率通常远低于 2.4 GHz 信道。随着越来越多的信道可用，

由于降低了信道重用率（共信道干扰）和重叠，5GHz 信道的利用率将更为降低。 

 

使用 ALOHA 协议对信道利用率的定义，当信道利用率达到了 34%，无线分组网络就已经到

达了容量值。在密集客户端接入的 2.4 GHz 网络，高信道利用率的情况并不少见。思科建议

通过无线控制器报告密切监测信道利用率。信道利用率高值可能是一个新的干扰源，无线接

入点中断，大量涌入的新的 Wi-Fi 设备的提示。 

 

另一种应该监测的情况是无线接入点更换信道。现场勘察将发现干扰 Wi-Fi 性能的固定或不

动的信号干扰源。建议您将受这些条件影响的 5GHz Wi-Fi 信道添加到动态信道分配（DCA）

的排除列表。无线控制器逻辑和配置参数，再加上规则，可以临时放置 5 GHz 信道到 DCA

列表中。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某些信道反复加入 DCA，而干扰不能被管理最好添加那些

信道到 DCA 列表中，。 

 

为了确定当前 5 GHz 的无线接入点覆盖范围对 iPhone5 和 iPad 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是足够的，

无线控制器提供了一个用户友好的链路测试工具。 

 

要检查的 5GHz 无线接入点覆盖范围： 

 

第 1步：将 iPhone的关联到一个无线接入点，并从相匹配客户端的MAC地址中选择Monitor > 

Clients。客户端详细信息显示如下（参见图 1 ） 

 

第 2 步：选择“连接测试”按钮运行链路测试。此操作将执行双向链路的测试，以确定当前

客户端的覆盖。如果没有丢失的数据包，然后尝试移动客户端远离无线接入点以确定是否有

额外的覆盖范围可用，同时保持能够支持应用程序有质量运行的足够的信号。 

 

图 1 具有链路测试选项的客户端详细信息界面 

 

 

 

无线接入点的覆盖目标是到-67 dBm 的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或更好的信号。进行 2.4 GHz



频段上的覆盖测试时，建议禁用较低的数据速率。这是因为，在-67 dBm 的 RSSI 覆盖区域在

1 Mbps的数据速率时比在12 Mbps的数据速率时大得多。这是范围对带宽的设计考虑因素。

密集的 2.4 GHz 网络可能具有高的信道利用率。最有效减少信道利用率的方法是移除较低的

数据速率。 

 

目前具有802.11n无线技术的 iPhone和 iPad支持一路空间流。一路空间流是指在一个20 MHz

信道宽度情况下，802.11n 支持的数据传输速率为从 6.5 Mbps 到 72 Mbps。在 5 GHz 频段这

要好于 802.11a 的数据传输速率，即从 6 Mbps 到 54 Mbps。11n 技术允许使用 40 MHz 频宽

的 Wi-Fi 信道服务客户端，当客户端为 802.11a 客户端，它允许共享 40 MHz 频宽的信道中的

主 20 MHz 信道。 

 

802.11n 的 iPhone 和 iPad 客户端支持 802.11n 波束形成。思科定义 802.11n 波束形成技术为

ClientLink 2.0 技术。思科为 2.4 GHz 的 802.11g/n 客户端和 5GHz 的 802.11a/n 客户端提供

ClientLink 支持。ClientLink 可获得的好处是提高了客户端设备和无线接入点之间的 Wi-Fi 信

号质量。每一个客户端设备和无线接入点之间的高品质链路将提高在这些 Wi-Fi 信道上的带

宽和覆盖质量。 

 

注意：对于 ClientLink 2.0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无线 ClientLink 2.0 技术。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wireless/ps5678/ps11983/at_a_glance_c45-69198

4.pdf  

 

思科建议在 5 GHz 频段使用 802.11n，因为波束成形（ClientLink）提供了一个比 802.11a 更

好的连接质量，更好的通话质量。ClientLink 2.0 可以改进 Wi-Fi 信道的带宽和覆盖区域，从

而改善覆盖区域中的所有客户端设备的性能。 

 

思科还建议您启用 WLAN 设置中的“频段选择（BandSelect）”。虽然 iPhone5 在某些情况下

确实表现出对 5 GHz 频段的偏好，启用“频段选择”可以当电话在两个频段都具有适当信号

强度时提高在 5 GHz 频段连接上的百分比。 

 

Wi-Fi 802.11e/WMM QoS 

 

不同的使用情况需要对 WLAN 设置无线多媒体（WMM）配置。当设置为禁用 WMM，WMM 

QoS 将不会对数据包进行排队或者标记。WLAN 上的所有数据包以 WLAN QoS 的设置被转发。 

因此如果 WLAN QoS 设置语音或铂金级别，向 iPhone 发送一个 ping 包将会以语音的优先级

发送。即使进入到无线控制器的是标有尽力而为差分服务代码点（DSCP）值的 ping 包。 

 

由于这些原因，视使用情况建议设置 WLAN 为 WMM“允许”或“需要”。具有 802.11e/WMM 

QoS 能力的客户端和 WMM 无线局域网，每个由无线接入点发送的数据包在 802.11 报头都

带有一个 QoS 值。同样，WMM 客户端发送的所有数据包在 802.11 报头也具有 QoS 值。非

WMM 客户端不能够发送或接收带有 WMM 报头的数据包。没有 WMM 报头的数据包无法

进行信道的优先级或信道控制。他们的流量是尽力而为传输的。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wireless/ps5678/ps11983/at_a_glance_c45-691984.pdf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wireless/ps5678/ps11983/at_a_glance_c45-691984.pdf


当 WLAN 设置为需要 WMM，非 WMM 设备不会连接到该 WLAN，即使该 WLAN 没有任何安

全设置。具有有安全设置的 WLAN 将无法转发非 WMM 客户端的认证请求。WMM 设置为允

许的 WLAN，兼容支持传统设备如掌上型的交易电脑和单一用途的笔记本。苹果设备的 iOS 

4.0 和更高版本中支持 WMM 为需要的相关配置。 

 

在图 5 中所示的配置图例中，“802.11n”部分下的 WLAN> Edit 11nSSID >QoS 显示了 WMM

配置。根据对 WLAN 的不同使用情况，这种设置可能会改变。例如，它可能是一个公司的

策略，访客访问 WLAN 被配置为 WMM 允许，QoS 级别为白银或尽力而为。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特别的策略，无线接入点会对所有流量尽力而为转发。 

 

对企业中的 iPhone 和 iPad 所推荐的 WMM 设置为需要，QoS 值为铂金级别或语音。这使得

从无线接入点连接到交换机端口上的以太网流量在 Wi-Fi 信道的优先级以 QoS 值代表。如果

公司策略要求重新标记包头，可以在连接到无线接入点的边缘交换机的端口完成。在新发布

的无线控制器 7.4 版本代码中，使用应用可视化和控制（AVC）功能也可以在无线控制器上

激活这些策略。无线接入点将对上行数据包做深度包检测并重新标记符合无线控制器配置策

略的上行数据包。 

 

如何处理 QoS 标记 

 

当该分组数据包的 QoS 标记不匹配 WLAN 的 QoS 设定时，WLAN 中的设置将会被数据包标

记所覆盖。如果 iPhone 在 Wi-Fi 信道以语音优先级别发送语音数据包，那么在数据包冲突的

情况下，它具有语音优先级队列和语音优先级的媒体接入（信道接入）以及语音快速重试优

先。即使该 WLAN 设置的 QoS 级别为尽力而为。 

 

如果手机连接到的 WLAN 配置的 WMM 优先级别为语音或铂金级，其数据包会被以语音的

级别转发到上游以太网进入到基础设施。如果 iPhone 已与一个尽力而为或是白银级别的

WLAN 连接，则无线接入点将那些包以尽力而为的方式转发至以太网。 

 

对于思科软电话应用 Jabber 的音频数据包情况，Jabber 应用程序以 DSCP 值 EF 标记音频

（G711/722）数据包，这个值为 46。但 iPhone/iOS 没有标注 WMM 用户优先级（UP）领域

为语音值。相反，它使用的视频优先级的值。语音的 WMM 值是 UP= 6。而视频的 WMM 值

是 UP = 5。因此，当发送到 Wi-Fi 信道时，Jabber 的音频数据包的 Wi-Fi 队列，重试，和媒体

接入行为与视频数据包发送时的行为相同。无论 WLAN 的设置是否是语音，视频，或尽力而

为。 

 

如果该数据包的目的 WLAN 被设置为语音结别并且没有覆盖策略，则该数据包将被从该

WLAN 以语音结别发送并且 WMM UP 值为 6。该 WLAN/WMM 行为有助于提高通话质量而无

需调用额外的策略。iPhone 标记音频数据包会损伤音频呼叫的平均意见得分（MOS）值，因

为它会降低呼叫中网络第一个跳的 QoS 值。但源 WLAN 的 WMM 设置为铂金级别，如果网

络策略不发生任何改变，Jabber 的音频数据包在最后一跳将获得语音级别。 

 

如果 Jabber 应用程序设置音频数据包的 DSCP 值为尽力而为，那么 iPhone 将已发送的音频



数据包带有 WMM UP = 0 或尽力而为。然后，如果该数据包以相同的 WLAN 上的另一电话为

目的地，无线接入点将转发该数据包带有 WMM UP = 0，即使 WLAN WMM 设置为铂金级别/

语音。 

 

WMM QoS 逻辑支持 DSCP 值。当 Wi-Fi 信道没有过度使用而有足够的带宽时，那么应用程序

的性能是可以预期的。 

 

这样做将使应用程序保持在一个适当的 QoS 行为。思科软电话 Jabber 应用程序将以思科架

构的语音，视频和集成数据（AVVID）QoS 标准标记音频，视频和其它帧类型。 

 

注意：请参阅“附录 A：IEEE IP DSCP –AVVID&802.11e WMM”一节中的图表。 

 

对于 Jabber 和其他业务应用程序，思科建议铂金级别的 QoS，使得应用程序的 QoS 水平可

以被数据包获得，这些数据包可能由于设备的 WMM 驱动或者 QoS 策略具有一个降级的 

WMM QoS 值。如果 iPhone，iPad 和其他类似设备只具有来宾访问或受到企业级别访问策略

的限制，那么通过他们对 WMM QoS 设置的认证降低他们的优先级来配置 WLAN。  

 

一个认证到 WLAN 的 iOS 的设备使启用 WMM，并被该设备的 Wi-Fi 无线驱动和 QoS 策略的

驱动下，发送以 WMM 的 QoS 级别标记的数据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些设备并不需要

发送无线控制器上 WLAN 设定好的 QoS 值的数据包。这些设备也不需要发送带有被应用设

定的 DSCP IP 值的数据包。WLAN QoS 值对于无线接入点而言是高级别标记的值，无线接入

点使用这些标记值转发上游和下游的流量。除了 WLAN WMM 设置，有数量众多的 QoS 配置

选项。请仔细阅读当前无线控制器配置指南中这些选项的相关信息。 

 

概括地说，iPhone 和 iPad 的一般 QoS 行为是上行和下行的数据包将带着 WMM 值发送，同

时体现了 DSCP 值。如果需要对 iPhone 和 iPad Wi-Fi 额外的管理，思科建议使用应用可视性

和控制（AVC）功能，它包括在思科无线控制器 7.4 版本中。 

 

注意：对于其他建议，请参阅无线局域网语音设计指南。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vowlan/41dg/vowlan41dg-boo

k.html  

和思科网站上对应版本的无线局域网控制器配置指南。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vowlan/41dg/vowlan41dg-boo

k.html 

 

注意：对于支持各种 iDevices 设备特性的总结，请参阅“附录 B：简表”一节。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vowlan/41dg/vowlan41dg-book.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vowlan/41dg/vowlan41dg-book.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vowlan/41dg/vowlan41dg-book.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vowlan/41dg/vowlan41dg-book.html


漫游 

漫游概述 

 

IEEE 802.11k 和 802.11r 是主要的行业标准，在 WLAN 环境中实现无缝的基本服务集（BSS）

转换。对于思科统一无线网络 7.4 版本，推荐苹果的 iPhone 和 iPad 采用 iOS6 进行企业漫游

配置，同时利用 802.11k 标准的邻居列表。IEEE 802.11k 标准规范于 2008 年 6 月批准。 

 

注意：请参考维基百科上的 802.11k 标准的简要说明，如下网址： 

http://en.wikipedia.org/wiki/IEEE_802.11k-2008 

 

注意：对于 IEEE 802.11k 标准规范，请参考下面网址： 

http://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4544755  

 

注意：对于 802.11k 标准参考，请参阅本文档的“无线资源管理”一节。 

 

为了方便与一个无线接入点相连的 iPhone 漫游，iPhone 会向无线接入点发送一个邻近无线

接入点列表的请求。该请求在 802.11 管理帧中被称为行动（action）包。无线接入点回复相

同 WLAN 上相邻无线接入点的列表和 WiFi 信道编号。无线接入点响应也是一个行动包。 

 

从响应帧中 iPhone 知道哪个无线接入点是下一个漫游的候选人。使用 802.11k 无线资源管

理（RRM）进程将允许 iPhone 高效快速的漫游，企业环境中在线漫游很常见，需要高质量

的通话。 

 

推荐的无线控制器 802.11k 标准配置是启用无线资源管理以提供邻居列表响应报文中的 2.4 

GHz 和 5 GHz 无线接入点的信道号码。思科建议使用 5 GHz 频段的 Wi-Fi 信道，不仅对语音

通话，也应用于所有应用程序和设备。双频段的 iPhone5 和 iPad 显示出在 5 GHz 频段的偏

好。 

 

通过邻居列表信息，iPhone 并不需要为漫游而探测所有的 2.4 GHz 和 5 GHz 频道的无线接入

点。不需要在所有信道上进行探测（这一行为降低信道的利用率），从而提高在所有信道上

的带宽利用率。它也减少了漫游时间，提高 iPhone 或 iPad 作出决定的效率。另外，它增加

了设备的电池寿命，因为它既不需要改变对每个信道的无线电配置也不在每个信道上都发送

探测请求。它避免设备对所有探测响应帧的处理。 

 

下面列出了推荐的无线控制器使用 CLI 配置 802.11k 的命令。 

 

注意：无线控制器没有关于 802.11k 标准的 GUI 配置。 

 

••WLAN 邻居列表启用/禁用：这是为了从无线控制器启用或禁用邻居列表、无线接入点上的

RRM 和发射功率制约的信息元素（I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IEEE_802.11k-2008
http://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4544755


 

config#wlan assisted-roaming neighbor-list {enable|disable}  

 

••WLAN 邻居列表双频响应启用/禁用：这是为了启用或禁用邻居列表，包括两个无线电频段

的条目。默认情况下频段为当前无线客户端关联的频段。 

 

config#wlan assisted-roaming dual-list {enable|disable} wlan Id 

  

••基于辅助漫游的预测列表启用/禁用：这是为了启用或禁用带有漫游优化预测列表的辅助漫

游。如果在相同 WLAN 上已经启用负载均衡，将会弹出警告并且负载均衡将被禁用。 

 

config#wlan assisted-roaming prediction {enable|disable} wlan Id 

  

注意：执行该命令后请保存配置。 

 

无线资源管理 

 

802.11k 标准提供的信息可以用来发现最好的可用无线接入点。 

 

注意：对于 11r 的参考文件，请参阅本文件的“漫游”一节。 

 

具有 iOS6 代码的 iPhone4S 和 iPhone5 使用 802.11k 标准的无线电管理信息来确定他们可能

需要漫游的无线接入点。作为 802.11k 标准规范中定义过程的一部分，手机可以向当前关联

的无线接入点发送邻居请求信息。那个无线接入点然后返回相关邻居信息，其中包括最近的

无线接入点和该无线接入点的 WiFi 信道信息。这让 iPhone5 不需要额外的时间来扫描所有

的 2.4 GHz 频段的 Wi-Fi 频道和所有在 5 GHz 频段的信道。这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还可以节

省客户端设备的电量。 

 

802.11k 标准的目的是改善网络中流量分布的方式。在 WLAN 中，每个设备通常连接到提供

最强信号的无线接入点。根据的客户端的数量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这种安排有时会导致对某

个无线接入点的过度占用同时对其他无线接入点没有有效利用，这样会降低网络的整体性能。

符合 802.11k 标准的网络中，如果具有最强信号的无线接入点已经满载，无线客户端设备将

连接到没有充分利用的无线接入点上，即使该信号较弱。因为有效的利用了网络资源，网络

整体的吞吐量反而更大。 

 

下面的步骤演示了在切换到新无线接入点前，802.11k 邻居列表协议操作是如何实现的： 

 

    1.无线接入点发觉客户端正在远离它。 

    2.无线接入点通知客户端准备切换到新的无线接入点。 

    3.客户端请求附近的无线接入点列表。 

    4.无线接入点提供站点报告。 

    5.基于报告的基础上，客户端移动到最适合的无线接入点。 



 

装有 iOS6 操作系统的 iPhone5 和 iPad 表现出类似 802.11k 邻居列表功能的特性。它们在和

无线接入点关联后的很短时间内，向其请求邻居列表。邻居列表报告包含基本服务集标识符

（BSSID）和相邻无线接入点的信道信息。 

 

快速漫游 

快速漫游概述 

 

苹果 iOS6 推荐的企业级安全配置是 802.11r 标准的快速切换（Fast Transition - FT）技术。IEEE 

802.11r 标准规范在 2008 年 7 月批准，它遵循 2004 年 6 月的 802.11i 规范。 

 

802.11r 标准引入了基于标准的快速切换： 

 

•允许客户端在重新关联到目标无线接入点之前（或期间）建立安全性和 QoS 状态。 

•方法 1：在空中（客户机到新的无线接入点） 

    –在 Wi-Fi 信道中交互 4 个数据包 

•方法 2：通过分布系统（通过原有无线接入点） 

    –2 个数据包在 Wi-Fi 信道中交换，2 个在以太网中交换。 

 

802.11r 标准通过将客户端身份凭证缓存来降低 11r 客户端和无线接入点之间的数据包交换

数量。 

 

注意：维基百科上 802.11r 标准的简要说明请访问： 

http://en.wikipedia.org/wiki/IEEE_802.11r-2008 。 

 

注意：对于 IEEE 802.11r 标准规范请访问： 

http://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arnumber=04573292  

 

注意：对于 iPhone 和 iPad 的型号请访问：http://support.apple.com/kb/HT3939  

 

苹果 iOS 6.0 之前不支持快速切换。苹果 iOS5 支持粘性密钥缓存（SKC）。苹果 iOS5 和 iOS6

都支持 802.11 的身份验证类型，包括 EAP-FAST，LEAP，EAP-TLS，EAP-TTLS，EAP-SIM 和 PEAP

版本 1 和版本 2。 

 

此安全选项允许 iPhone 通过和无线接入点的仅仅四个报文交换来实现安全验证。其中两个

数据包可以在连接无线接入点的有线以太网上发送。另外两个数据包在无线接入点的 Wi-Fi

信道中发送。这允许 iPhone 在真正漫游前通过即将漫游的无线接入点进行身份验证。从而

使得 iPhone 在漫游后无需受到认证的延迟就可以收发数据，视频和音频数据包。 

 

http://en.wikipedia.org/wiki/IEEE_802.11r-2008
http://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arnumber=04573292
http://support.apple.com/kb/HT3939


以下是当前 802.11r 标准的指南和限制： 

 

•无线网状网无线接入点不支持 802.11r FT。 

•FlexConnect 模式下的无线接入点： 

    –802.11r FT 仅在无线控制器版本 7.3 和更高版本的集中和本地交换的 WLAN 中支持。 

    –802.11r FT 不支持启用本地认证的 WLAN。 

•思科 600 系列 OfficeExtend 无线接入点不支持 802.11r FT。 

•802.11r 客户端不支持关联自治型无线接入点。 

•本地认证和集中认证 WLAN 之间不支持 802.11r 快速漫游。 

•如果客户端在独立模式下使用基于分布式系统的预认证，不支持 802.11r 快速漫游。  

•当会话超时后，才支持独立模式下无线接入点到客户端的服务。 

•802.11r 快速漫游不支持流量规格（TSPEC）。如果无线局域网链路存在延迟，快速漫游也会

延迟。应该核实语音或数据的最大延迟。 

•基于空气介质和基于分布系统的漫游中，无线控制器处理 802.11r 标准切换的身份验证请

求。 

–一般建议基于分布系统，因为两个数据包在无线接入点连接的有线上发送，另外两个

在 Wi-Fi 上发送。如果没有选中分布系统选项，那么所有的数据包都在空中接口发送。 

 

无线控制器对于快速漫游的推荐配置 

      

以下是向 WLAN 中添加 802.11r FT 的配置建议。图 2 提供了配置范例。下面列出的最佳做法

建议是苹果和思科公司之间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 802.1x 客户端快速切换配置额外的 WLAN。 

•为 PSK 客户端快速切换配置额外的 WLAN。 

    –这个建议的原因是传统的无线驱动程序不能理解配置了快速切换下的 WLAN 中的关

联相应数据包信息。虽然 802.11r 标准规范在 2008 年被批准，但不是所有的客户端无线驱

动程序已更新，能够应对 802.11r 标准管理报文的变化。这也包括一些苹果公司的产品。 

    –苹果公司建议为传统客户端使用单独的 WLAN 和 SSID。 

 

图 2 针对 802.11r FT 客户端的 WLAN 配置建议 

 



 

 

注意：请参阅您所安装的无线控制器的软件版本的配置指南，来完成 CLI 或 GUI 的快速切换

配置选项。 

 

粘性密钥缓存（Sticky Key Caching -SKC） 

 

SKC 还没有被广泛采用。思科在无线控制器 7.2 版本中增加了对其的支持。对于客户端而言，

SKC 机制的限制是它仅仅缓存最近关联的 8 个无线接入点的信息。每当漫游到一个新的无线

接入点会带来一个完整的认证过程，漫游到同一个无线接入点漫游将使用缓存的条目。 

 

无线控制器的限制如下： 

 

•缓存无法跨越移动组无线控制器 

•缓存只能用于 WPA2 强健安全网络（RSN）配置的无线局域网。 

•缓存只适用于本地模式的无线接入点。 

 

SKC 可以在无线控制器 CLI 配置。使用的命令是： 

 

config wlan security wpa wpa2 skc-cache {enable|disable} wlan-id 

 

注意：对于 SKC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无线控制器配置指南，版本 7.2：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7.2/configuration/guide/cg.html  

 

注意：执行该命令后请保存配置。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7.2/configuration/guide/cg.html


数据传输速率（Data Rates） 

数据传输率概述 

 

您可以使用数据速率设置选择无线设备可用的数据传输速率。数据传输速率，性能，覆盖范

围和可靠性之间有直接的相关性。与苹果的设备配合工作时，此策略必须是全面的，包括所

有可能将连接到网络的设备，并应考虑到无线接入点部署的密度。 

 

选择数据传输速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最大化覆盖范围 - 如果是要求增加覆盖范围，可以考虑降低数据速率。这样做的原因是，

较低的数据速率在接收器处需要较低的信号电平和信噪比来解码信号，并且这样允许客户端

设备从更远的距离连接到无线接入点。只是一定要尽量保持足够高的数据传输速率，使其仍

能提供足够的性能水平。 

 

•最大化性能 - 如果目标是部署一个高性能的无线局域网，改善漫游和降低蜂窝的覆盖范围

来帮助减轻同信道干扰，可以考虑配置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一定要避免过于激进的调整，

因为这可以会影响客户端与设备间的可靠连接，并且实际上导致性能降低。 

 

数据传输速率的选择基于以下原则： 

 

•降低数据速率会增加无线接入点发送数据包的范围。配置的最低强制性的数据率越低，无

线接入点发送的信标和其他数据包的范围越大。在有大量的传统客户端且部署了少数无线接

入点的站点中是可取的。目前的客户端设备比 802.11b 同期设备有更好的无线功能。目前的

客户端在 802.11g 数据速率的覆盖范围能力等于其在 802.11b 数据速率的覆盖范围。因此，

速度慢且会劫持带宽的 802.11b 数据速率没有任何价值。 

 

•在有多个无线接入点部署的站点，低数据传输速率可能会抢站点的带宽导致应用性能不佳。

由于无线接入点的密度，带宽降低更可能发生在 5 GHz，而不是 2.4 GHz。在这种情况下的降

低是由于同信道干扰使得信道利用率增加造成的。同信道干扰的一个副作用是从数据包冲突

带来的更高错误率。冲突意味重试，它会增加信道利用率。 

 

因此，最佳推荐的做法是管理好数据传输速率，为无线客户端提供适合的数据传输速率和信

道覆盖范围以及信道带宽。 

 

注意：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企业移动性 4.1 设计指南：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emob41dg/emob41dg-wrappe

r.html  

 

您可以设置每个数据速率为以下三种模式之一：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emob41dg/emob41dg-wrapper.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emob41dg/emob41dg-wrapper.html


•强制（Mandatory） - 允许所有单播和组播数据包以这样的速度传输。无线接入点上至少

设置一个强制数据速率，所有关联到无线接入点的客户端必须能够物理上支持这个速率来使

用网络。此外，对于关联到无线接入点的无线客户端，他们必须能以最低的强制速率接收数

据包并且必须在物理上支持最高的强制性数据传输率。如果不止一个数据速率被设置为强制

性的，组播和广播帧会以关联的客户端共同所有的最大强制速率发送。 

 

•支持（Supported） - 只允许单播以该速度传输。无线客户端总是试图在尽可能高的数据

率发送和接收数据。 

 

•禁用（Disabled） - 无线接入点在该速率不发送数据。 

 

使用无线控制器 GUI 来配置数据速率如图 3 所示，到 Wireless > 802.11a/n 或 802.11b/g/n > 

Network 设定无线接入点和客户端之间的传输速率。 

 

检查管理日志验证客户端以期望的速率连接到网络上。数据传输速率设置不正确的迹象可能

包括： 

 

•覆盖漏洞报警 

•高的信道利用率 

•过多的重输 

•客户端无法连接 

•客户端无法正确漫游 

 

图 3 配置数据传输速率 

 

 

 

802.11n 标准 

 

对于大多数苹果设备（iPhone 4，iPod Touch4，iPad 和较新的软件版本）而言，802.11n 标准



可以提高无线网络的性能，可靠性和可预测性。 

 

在部署 802.11n 时应遵循以下最佳实践原则： 

 

•聚合 MAC 服务数据单元（A-MSDU） - 数据包汇聚为例如文件传输协议（FTP）的应用提

供更好的吞吐量。但它会影响信道的公平性。在相同覆盖区域中的几个 FTP 进程会给语音应

用带来抖动。因此，思科建议在企业网络中禁用数据包汇聚。 

 

•信道绑定 - 虽然在 2.4G 中 802.11n 被限制使用 20 MHz 信道，但是在 5 GHz 中可以使用 20 

MHz 和 40 MHz。当需要信道密度（例如，高密度部署的环境下）时使用 20 MHz 信道，在

客户端需要大带宽（例如视频应用）时使用 40 MHz 信道。在无线控制器图形用户界面上配

置信道绑定，到 Wireless > 802.11a/n > RRM > DCA，如图 4 所示指定信道的宽度。 

 

•802.11n 客户端使用的 WLAN 必须有正确的安全性配置并启用 QoS。802.11n 标准要求没有

安全或高级加密标准（AES）加密的 WPA2 配置。它还需要将 WMM 配置为允许或需要，如

图 5 所示 。 

 

•调制编码方案（MCS） - 虽然无线控制器 7.3.101.0 及以上版本允许启用/禁用特定的 MCS

数据传输速率，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启用所有 MCS，如图 6 所示。根据 802.11n 标准，无线接

入点 20 MHz 信道的 MCS 0 到 15 与 800 纳秒的保护间隔（GI）是强制的，无线客户端 20 MHz

信道的 MCS 0 到 7 与 800 纳秒保护间隔也是强制的（所有其他 MCS 与模式是可选）。禁用其

中的某些速率可能会破坏 Mac OS 10.7 和 10.8 上某些 64 位驱动程序的兼容性。 

 

图 4 DCA 

 

 

 

图 5 安全 

 



 

 

图 6 高吞吐量 

 

 

 



iOS 设备的 Web 认证 

来宾访问的 Web 认证 

 

企业无线网络最常见的使用场景之一是来宾的访问。来宾需要方便的网络访问流程，不需要

使用类似 802.1x 的 EAP 身份验证的方法。 

 

本节详细介绍适用于无线控制器和 iDevices 客户端访客访问方式的内容。无线控制器提供了

一系列支持来宾的有趣特性，例如： 

 

•创建一个大堂大使的帐户：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7.3/configuration/guide/b_wlc-cg_chapte

r_01011.html#ID26  

•创建动态接口供来宾用户访问： 

http://www.cisco.com/en/US/tech/tk722/tk809/technologies_configuration_example09186a008

076f974.shtml#c3  

•在无线控制器上配置外部 Web 身份验证： 

http://www.cisco.com/en/US/tech/tk722/tk809/technologies_configuration_example09186a008

076f974.shtml#c5  

 

注意：更多关于身份服务引擎（ISE）/BYOD 场景的主题，请参阅“无线 BYOD 与身份识别服

务引擎”：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315/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bba10d.shtml   

 

注意：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自带设备（BYOD）智能解决方案设计指南”：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Unified_Access/b

yoddg.html 

 

来宾访问一般涉及需要考虑的安全问题，这一点通常被误解，在下面的列表中给出建议： 

 

•这是一个“三层”的策略，所以它本身不会保护二层的攻击，例如 MAC/IP 欺骗，窃听等

等。如果您需要二层保护，考虑结合 Web 认证 + WPA/PSK 或者 Web 认证 + WPA2/802.1x（需

要无线控制器 7.4 及更高版本）。一般情况下，对于来宾访问，客户的二层安全是可以保证，

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评估。 

 

•会话超时指客户端在 WLAN 安全重新确认（重新认证）前所能允许的“最大”连接时间。

这意味着对于一个长会话超时，例如 24 小时，客户端不用在这段时间内再次进行身份验证。

其他因素如 DHCP 活动、空闲超时时间等可能会导致客户端被删除。 

 

•正确的证书安装 – 后面将解释到，客户端设备可能会拒绝不受信任服务器的 HTTPS 连接。 

根据来宾访问解决方案，有必要保证用户端设备适当的信任安装在“服务器”基础设施上（无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7.3/configuration/guide/b_wlc-cg_chapter_01011.html#ID26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7.3/configuration/guide/b_wlc-cg_chapter_01011.html#ID26
http://www.cisco.com/en/US/tech/tk722/tk809/technologies_configuration_example09186a008076f974.shtml#c3
http://www.cisco.com/en/US/tech/tk722/tk809/technologies_configuration_example09186a008076f974.shtml#c3
http://www.cisco.com/en/US/tech/tk722/tk809/technologies_configuration_example09186a008076f974.shtml#c5
http://www.cisco.com/en/US/tech/tk722/tk809/technologies_configuration_example09186a008076f974.shtml#c5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315/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bba10d.s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Unified_Access/byoddg.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Unified_Access/byoddg.html


线控制器，身份识别引擎，外部 Web 服务器等）的证书。 

 

强制网络门户检测 

 

苹果 iDevices 可以检测当前无线连接是否所需要 Web 认证（因特网接入检测）。通过使用一

个到 apple.com 的 HTTP WiSPR 请求实现。 

 

Web 认证在默认情况下，只要手机启动强制网络门户检测，无线控制器会截获这个连接，

给用户跳出一个登陆页面。这使用户可以得到一个快速的认证提示，直接进行身份验证，并

获得对网络的访问。 

 

相对于被用户激活的一般 Web 客户端而言，强制网络门户的请求过程在设备端略有不同。

例如支持初始页面，登录重定向，或不受信任的证书处理等功能。 

 

从 7.2 版本开始，可以使用 config network web-auth captive-bypass enable 命令禁用重定向。 

 

这使得无线控制器可以“欺骗”等待回答的设备，它允许在没有弹出任何证书的情况下，让

设备连接到互联网。如图 7 所示： 

 

图 7“欺骗”互联网接入 

 



 
 

这种情况下不允许传输流量，但该设备认为连接可用。 

 

强制旁路的主要影响如下： 

 

•让客户端设备“相信”已经能访问，但是在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前不允许传输流量。 

•这个强制旁路的特点是，你可以通过添加访问控制列表（ACL）来明确地允许认证前的流量。 

•设备要得到充分认证（进入 RUN 状态），用户需要打开 Safari 浏览器，访问任何 HTTP 页面

以转到登录页面。 

•客户端每隔 5 分钟被删除，因为它在“WEBAUTH_REQ 的”状态，这意味着它关联成功并

且拥有 IP 地址，但是没完成完整的认证过程。通常在这之后，客户会迅速重新关联。 

 

如果您使用的是以下功能，应该使用强制旁路： 

•过渡页面重定向 - 从 RADIUS 给 Web 认证或基于条件的 Web 认证发送重定向 URL AVP。 

•外部服务器 Web 认证 - 在外部服务器上托管您的网页，在无线控制器上做 Web 认证。 

•无信任证书下使用 HTTPS 的 Web 认证 - 默认情况下无线控制器使用自签名的证书，客户

端上需要手动添加，否则不会信任。在客户端强制重定向上处理不受信任证书是不完整的，

认证可能会失败；因此，建议绕过强制重定向，用户通过 Safari 浏览器请求完整认证。 

 



受信任的证书 

 

在大多数情况下，Web 认证是基于 HTTPS 完成，以防止空中探测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这

导致一个重要的前提，在客户端和服务器提供的证书之间应该存在一个适当的“受信任链”。 

 

默认情况下，iOS 设备信任多家知名证书，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iOS 5 和 iOS 6：可用

的受信任的根证书列表”： 

http://support.apple.com/kb/HT5012?viewlocale=en_US&locale=en_US  

 

不受信任的证书例子如图 8 所示： 

 

图 8 不受信任的证书示例 

 

 
 

如果无线控制器的证书是从证书颁发机构安装的，客户端设备会自动信任它。这将阻止任何 

HTTPS 重定向带来的互操作性问题。 

 

一个可选机制是，当企业完全控制设备或是出于实验测试目的，可以使用苹果企业配置工具

向设备中增加一个受信任的机构，详情参见： 

http://www.apple.com/support/iphone/enterprise/  

 

如果企业组织有公共密钥基础设施（PKI）系统，该工具可用于添加 CA 证书到信任列表中， 

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 

http://support.apple.com/kb/HT5012?viewlocale=en_US&locale=en_US
http://www.apple.com/support/iphone/enterprise/


 

图 9 添加一个 CA 证书 

 

 

 

图 10 已安装的受信任证书 

 

 
 



当添加到受信任的列表时，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安装在设备上的档案，如图 11 中所示： 

 

图 11 已安装的可信档案 

 

 

 

Web 认证会话时间（Session Time） 

 

正如前面提到的，用户将在最大会话超时时间内的身份验证状态，但其他因素会影响在需要

新的认证前用户允许进入网络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会话超时可以视为用户需要验证前的

最大时间，但其他因素可以触发一个更早的认证请求： 

 

•空闲超时（Idle timeout） - 在用户不再活动的情况下，例如该设备处于睡眠状态、不在覆

盖范围内或关闭时，无线控制器将在默认的 5 分钟后删除该客户端。在需要较长的闲置时间

时，可以增加此计时器，但一般它会增加用户数量，因为非活跃用户状态会保持更长时间。 

 

•DHCP 活动 - Web 认证的状态与 IP/MAC 地址绑定的关系。如果由于 DHCP 更新进程，或客

户端尝试 DHCP 发现，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客户端更改 IP 地址，无线控制器可能删除 Web 认

证状态。 

 

•漫游 - 对任何 802.11 网络这都是非常关键的过程。如果在漫游过程中客户端没有完整的



漫游到新无线接入点和/或无线控制器，那么客户端的状态可能将被删除，导致新的 Web 认

证。 

 

•L2 安全策略 - 对于二层和三层策略的组合，例如二层 WPA2-PSK 和三层 Web 认证的情况

下，客户端必须遵守所有的认证要求否则将被终止。这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安全层面，但它有

副作用，因为它可能会在额外条件下触发客户端被删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漫游失败的情况，

例如可扩展身份验证协议（EAPoL）交换没有完成或在广播密钥轮询时（默认情况每 60 分钟

发生一次）。客户端必须能够应答无线接入点的 EAP 请求，这将触发组密钥轮询的通知，否

则它会被取消认证。 

 

对于 Web 认证和 WPA2-PSK 同时使用的情况下，可能希望增加默认 EAP 重试次数和广播密

钥轮询以避免进入休眠状态客户端的 Web 认证状态被删除。更改 Web 认证会话时间的配置

命令是 config advanced eap bcast-key-interval X。默认时间间隔为 60 分钟。 

 

注意：从严格的安全角度来看，使用长定时器是不可取的。 

 

对于 EAP 请求，配置的命令是 config advanced eap request-retries X。默认值是两次重试。通

常，这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除非一个客户端在取消身份认证之前的较长时间出现 EAP 错

误。 

 

故障排除 

使用无线控制器诊断 iPhone 的问题 

 

思科无线接入点是对 iPhone/iPad 连接问题本地故障排查的源头。它们共享同一 Wi-Fi 条件。

因此，无线控制器连同无线接入点是第一级调试的优良实时源。 

 

可以通过远程图形化界面检查无线接入点看到的信息。无线控制器能报告 iPhone 周围的

Wi-Fi 信道条件，并且无线控制器允许从远程测试 iPhone，报告到手机的连接链路质量。无

线控制器也会报告 Wi-Fi 的实时质量，当前干扰设备，连接到无线接入点的设备数量，无线

接入点上的呼叫数量以及 Wi-Fi 信道使用的百分比。这些信息对确定问题的根源非常重要。 

可以做到直接用户不参与也能完成。 

 

在苹果网站中有使用无线控制器排除低级故障的几个参考文件。下面是思科公司的建议，它

提供了对可能会阻碍高质量连接和应用程序性能的环境问题和配置的洞察力。 

 

企业部署时，Wi-Fi 信道上有太多设备，以致使额外的设备由于缺少带宽无法连接到 Wi-Fi

网络，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根据无线控制器上的参数配置，可能会阻止 iPhone 的连接。无

线控制器是最好的确定这些条件类型的工具。 

 



多种型号的思科无线接入点都提供全面的频谱分析。思科提供了基于 PC 的工具可以远程实

时对本地连接电话的无线接入点进行频谱分析。该工具有助于对 Wi-Fi 信道状况进行故障分

析，并且不用电话终端用户参与。 

 

无线控制器监测也提供了可能导致连接问题的非法无线接入点和非法 adhoc 用户的列表。监

控信息可以被推送到 syslog 服务器。日志记录可以被配置为典型的水平和设施。 

 

了解 Wi-Fi 环境 

 

iPhone 的通话和漫游质量和无线接入点覆盖以及 Wi-Fi 信道带宽是成正比的。如图 12 所示，

无线控制器图形界面提供了下面两种情况下的数据：WLC > Monitor > Access Points > 

Radio(bands) > Statistics 是一个到特定无线接入点的统计。在该页面上有很多行信息是关于

无线接入点和 Wi-Fi 的覆盖区域状态的。这些数据包括 Wi-Fi 信道数量，信道干扰，当前信

道负载统计，IP 语音（VoIP）呼叫数量和其他信息。 

 

这个窗口中也会显示“客户端数量和 RSSI”以及“客户端数量和 SNR”的信息。这些信息提

供了对 iPhone 以何种数据速率发出数据包和在 RSSI 和 SNR 的影响下实际通话中的数据速率

这两者的洞察力。 

 

根据图 13 中所示的客户端“接收邻居信息”。这些邻居信息可以用来快速了解邻接无线接入

点之间的覆盖重叠区域和有多少电话关联。这些邻居信息在 802.11k 标准中有定义说明。  

 

图 12 无线接入点和 Wi-Fi 的情况 

 

 

 



图 13 接收邻居信息 

 

 

 

注意：思科的建议是，邻居无线接入点蜂窝覆盖范围之间的 Wi-Fi 信号重叠为 15％。请参阅

本文档中的 “Wi-Fi 信道覆盖”一节。 

 

要查看更多的无线控制器客户端统计信息请点击频段选择统计信息选项卡。这些数据表明多

少像 iPhone5 这样的双频段设备连接到无线接入点。 

 

另一方面了解 iPhone 的 Wi-Fi 状态需要了解连接状态信息。同样，无线控制器为每一个电话

的信息提供了一个窗口。这些信息在数据库中可以按照电话的 MAC 地址访问。要了解 MAC

可以从手机的菜单中选择 Settings > General > About > Wi-Fi Address。 

 

所有属于无线控制器的无线接入点上连接的电话 MAC 地址都可以通过无线控制器上的

Monitor > Clients 列表访问。按行显示的是客户端的 MAC 地址，与客户端关联的无线接入点

名字，WLAN 的 SSID，802.11 的协议类型。在每行末尾是一个下拉菜单按钮。当选择这个按

钮，它会显示一个新窗口，显示当前 iPhone 的连接状态。这些信息包括客户端的属性以及

与该客户端相关联无线接入点的属性。客户端属性包括 IPv4 和 IPv6 地址，VLAN ID，当前的

数据速率设置，安全信息，和 QoS 特性。 

 

在这个窗口中有重要的 Wi-Fi 统计数据。其中最重要的是 RSSI 值。RSSI 字段报告了从无线接

入点接收到的数据包的信号强度。这个值表明了无线接入点看到的该客户端的数据包的状况。 

-45 dBm 的 RSSI 值比-67 dBm 的信号值更强。RSSI 值对了解覆盖质量是很重要的。如果该值

太低，那么手机通话质量就会差。它也是是否需要更多无线接入点或者更好的无线接入点的

指示值。RSSI 值也是客户端 Wi-Fi 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应该被用于产品比较和站点设计。 

 

如果无线接入点没有接收到手机的音频数据包，则这个呼叫将是单向呼叫行为。RSSI 值在-45

至-67 dBm 范围内的数据包，将最有可能以更快的速率传输。因为这些都是较强的 Wi-Fi 信

号。当手机远离无线接入点时，RSSI 值将会下降。 

 

为了抵消由于远离无线接入点导致的手机信号强度下降，每个数据包的数据传输速率会被降

低。这提供了更可靠的数据包传输，但是会降低电话吞吐量。电话要求增加需要的带宽减少



了无线接入点的 Wi-Fi 信道可用带宽。随着被占用的 Wi-Fi 信道带宽的增加，另一个 Wi-Fi

信道性能指标就会增加。这个指标就是信道利用率。 

 

信道利用率是一个在无线接入点的无线统计页面上显示的信道负载统计。RSSI 和信道利用率

是两个影响呼叫质量的主要媒介因素。媒介是根据无线接入点和电话相互关联的方式所共享

的 Wi-Fi 信道。这些 Wi-Fi 信道也会被其他的无线接入点，电话以及另外的一些 Wi-Fi 或者非

Wi-Fi 设备分享。其他 Wi-Fi 设备共享信道，会提高信道利用率并带来同频干扰。非 Wi-Fi 的

干扰也会提升信道利用率。非 Wi-Fi 干扰包括蓝牙设备，微波炉，监控摄像头或任何使用了

相同 Wi-Fi 信道频段但未使用 802.11 协议的设备。恶意 Wi-Fi 设备和非 Wi-Fi 的干扰应该尽

可能的优化管理，以保护信道的使用。 

 

信道利用率管理的另一方面是管理 Wi-Fi 信道里的有效设备和有效应用的数量。通过配置无

线控制器可以限制无线接入点和他的 Wi-Fi 信道上的音频视频呼叫以及应用程序数量。可配

置的管理功能包括呼叫准入控制（CAC）和 AVC。 

 

注意：这些配置选项在思科无线控制器配置指南里有深入的探讨：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7.3/configuration/guide/b_cg73.html   

 

更多信息，请注意以下内容和思科验证设计（CVD）文档： 

 

•设计 Wi-Fi 语音的原则在思科语音无线局域网设计指南 4.1 有深入的探讨：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vowlan/41dg/vowlan41dg-boo

k.html  

•高密度 Wi-Fi 部署部分：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wireless/ps5678/ps10981/design_guide_c07-6932

45.html   

•自带设备 – “苹果 IOS 设备和思科 Jabber 客户端”部分：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Unified_Access/b

yoddg.html 

 

在无线控制器上对无线客户端进行调试 

 

debug client <MAC_Address>命令是一个宏，启用了 8 个 debug 命令，再加上提供的 MAC 地

址的过滤器可以只显示包含指定 MAC 地址的消息。这 8 个 debug 命令可以显示客户端关联

和认证最重要的细节。在有多个无线客户端的情况下过滤器可以提供帮助。 

 

注意：在无线控制器 7.2 和更高版本中， 调试客户端命令支持同时面对最多三个客户端：

debug client < MAC_Addr1 > < MAC_Addr2 > < MAC_Addr3 > 

 

启用调试客户端命令： 

 

(Cisco Controller) > show debug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7.3/configuration/guide/b_cg73.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vowlan/41dg/vowlan41dg-book.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Mobility/vowlan/41dg/vowlan41dg-book.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wireless/ps5678/ps10981/design_guide_c07-693245.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collateral/wireless/ps5678/ps10981/design_guide_c07-693245.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Unified_Access/byoddg.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Unified_Access/byoddg.html


MAC address..........................00:00:00:00:00:00 

 

Debug Flags Enabled: 

  dhcp packet enabled 

  dot11 mobile enabled 

  dot11 state enabled 

  dot1x events enabled 

  dot1x states enabled 

  pem events enabled 

  pem state enabled 

 

这些命令涉及802.11客户端状态机，802.1x身份验证，策略执行模块（PEM），地址协商（DHCP）。 

 

在多种状况下进行故障排除时，下面的调试命令都可以添加到调试客户端： 

•802.1x 身份验证： 

    - debug aaa events enable -调试 AAA 级事件启用 

    - debug aaa detail enable -调试 AAA 细节启用 

• Web 页面认证（7.2 以及更高版本）： 

    - debug web-auth redirect enable IPOFCLIENT -调试 Web 页面身份验证（web-auth）重定

向启用 

 

以下是对 802.11k 使用的 debug 命令： 

• (Cisco Controller) > debug 11k ?  

• errors  Configures debug of 802.11k   

• detail  Configures debug of 802.11k   

• history  Configures debug of 802.11k roam   

• all  Configures debug of all 802.11k event   

• >debug 11k {all/event/errors/detail] [enable|disable]    

 

以下是对 802.11r 标准的 debug 命令： 

• 11r / FT Debug : 

• (Cisco Controller) > debug FT ?  

• Events   Configures debug of 802.11k   

• > debug ft events{enable|disable}  

 

注意：了解更多无线控制器上客户端调试信息，请访问：“了解无线局域网控制器上（WLC）

的调试客户端”或观看视频“思科无线控制器客户端连接问题故障排除”。 

 

在苹果 iOS 设备上执行远程数据包抓取 

 

在 iOS5 和以后的版本中可以远程捕获从苹果 iOS 设备无线适配器上发送过来的数据包。这

一能力增加了在这些平台上故障检测的新层面。在 Mac OS X 中运行 4.2 或更高版本的 Xcode



是必需的。远程虚拟接口（RVI）需要在 Mac 上进行配置，这将创建一个允许通过 Wireshark

或其他首选 OS X 的抓包应用来抓取数据包的接口。 

 

开始在 iOS 设备上抓包： 

 

第 1 步：通过 USB 连接线把 iOS 设备连接到 Mac 上。 

 

第 2 步：下载并安装 4.2 或更高版本的苹果 Xcode：http://developer.apple.com/xcode/   

 

第 3 步：找到你的 iOS唯一标识符（UDID），启动 iTunes，在左侧栏中的设备下选择您的 iPhone。

一旦选定后，点击序列号文本查看您的 UDID。这个值在步骤 5 中将被使用。 

 

第 4 步：选择 Utilities > Terminal 来启动终端。 

 

第 5 步：使用 iOS 设备的 UDID 创建 RVI： 

 

MacBookPro:~ client$ rvictl -s UDID of iOS device 

Starting device UDID of iOS device 

SUCCEEDED 

 

注意：使用 ifconfig -l 来查看当前设备的列表。 

 

第 6 步：通过新的 RVI＃接口用 Wireshark 或其他首选的捕获工具开始抓包。 

 

第 7 步：一旦完成，用以下步骤移除 RVI： 

 

MacBookPro:~ client$ rvictl -x UDID of iOS device 

Stopped device UDID of iOS device 

SUCCEEDED 

 

注意：在 iOS 设备上捕获数据包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Mac 开发者资料库：： 

http://developer.apple.com/library/mac/#qa/qa1176/_index.html  

 

执行无线嗅探器抓包 

 

为了了解 802.11 Wi-Fi 设备为什么以及怎么执行行动，对无线数据包抓包或进行嗅探是非常

重要的行为。当思科技术支持中心（TAC）解决技术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下面的文章将

帮助您选择和使用无线嗅探器： 

 

•无线嗅探基础-一些重要准则：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docs/DOC-19136  

•使用 Mac OS X 10.6 及以上版本进行无线嗅探：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docs/DOC-19212  

http://developer.apple.com/xcode/
http://developer.apple.com/library/mac/#qa/qa1176/_index.html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docs/DOC-19136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docs/DOC-19212


 

•在 Windows 7 中用 Netmon 3. 4 进行无线嗅探：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docs/DOC-16398  

•使用思科轻量级无线接入点的嗅探器模式收集无线嗅探踪迹：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docs/DOC-19214   

•OmniPeek 远程助理： 

 http://www.wildpackets.com/products/omnipeek_remote_assistant   

 

注意：Linksys USB600N 无线网卡在收集短保护间隔的 802.11n 数据包时并不可靠，短保护间

隔数据包会丢失 20％〜30％。如果必要的话，无线控制器的配置可以变为只使用较慢的长

保护间隔。这只是一个临时的配置更改。所使用的命令是 config 802.11 {a | b} 11n support 

guard-interval {any | long}。 

 

此外，还有几种市售无线嗅探器产品，例如： 

•WildPackets 公司的 OmniPeek 

•Fluke AirMagnet 公司的 AirMagnet 无线网络分析仪 

•TamoSoft 公司用于 Wi-Fi 的 commviewl  

•Riverbed（前身为 CACE）公司的 AirPcap 

 

苹果 iOS 设备上的调试和日志记录 

 

iPhone 配置应用程序（IPCU）能够从一个 iPad，iPhone 或 iPod Touch 收集一系列的增强日

志： 

•对于 Mac OS X - http://support.apple.com/kb/DL1465  

•对于 Windows - http://support.apple.com/kb/DL1466  

 

开始在 iOS 设备收集增强型日志： 

 

第 1 步：在与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协同使用的电脑上下载并安装 IPCU。 

 

第 2 步：在 iPhone 配置应用程序里运行下面的命令行管理程序启用调试日志记录选项： 

 

在 Mac OS X 上：启动终端 Terminal Utilities > Terminal 并键入以下内容： 

- defaults write com.apple.iPhoneConfigurationUtility 

 - EnableDebugLoggingInterface YES  

 

在 Windows OS 上：通过在命令行中键入以下内容： 

    - cd c:\Program Files\iPhone Configuration Utility\   

    - ipcu.exe -enableDeviceLogCapture   

 

第 3 步：启动 iPhone 配置应用工具并在设备下（左侧边栏）选择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docs/DOC-16398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docs/DOC-19214
http://www.wildpackets.com/products/omnipeek_remote_assistant
http://support.apple.com/kb/DL1465
http://support.apple.com/kb/DL1466


第 4 步：导出设备配置文件 File > Export > (Mobile Device Profile)，并将其保存到本地目录。 

 

第 5 步：单击“控制台”选项卡选择"Save Log As" 保存控制台输出到步骤 4 中相同的位置。 

 

对于额外的 VPN，802.1X 和/或网络输出，继续执行下面步骤： 

 

第 1 步 ：点击“日志记录”选中相应的选项（VPN，802.1X 和/或网络）。 

 

第 2 步：点击“摘要”选项卡然后断开 iPhone 到计算机的连接。 

 

第 3 步：重现故障状况进行调查。 

 

第 4 步：重新连接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到运行 iPhone 配置实用工具的计算机上并选

择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设备。 

 

第 5 步：在“日志记录”选项下，单击“下载日志”并保存到本地目录下。 

 

注意：在断开设备连接前，禁用在上面步骤 1 启用的相应日志记录。 

 

注意 iOS 设备上故障排查的额外信息，请访问企业 IOS 支持： 

 http://www.apple.com/support/iphone/enterprise/  

 

苹果 Mac OS X 请求者的调试和日志记录 

 

对于 OS X 10.6 及更早的版本： 

 

第 1 步：启动 Terminal Utilities > Terminal 

 

第 2 步：收集 get-mobility-info 数据： 

MacBookPro:~ client$ sudo  

/System/Library/Frameworks/SystemConfiguration.framework/Resources/get-mobility-info 

Password: <Enter Password> 

Please wait, collecting statistics 

Network data collected to "/Users/client/Desktop/mobility-info-...tar.gz" 

 

对于 OS X 10.7 及更高版本： 

 

OS X 10.7 推出的 Wi-Fi 诊断应用程序能进行额外的 Wi-Fi 故障排查。Wi-Fi 诊断应用程序允许

执行以下任务： 

•监控性能（信号，噪声，BSSID 等等。） 

•记录 Wi-Fi 事件（关联，重关联，取消身份认证等等）。 

•提供无线嗅探器抓包功能 

http://www.apple.com/support/iphone/enterprise/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 

 

要打开 Wi-Fi 诊断实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第 1 步：从 Finder 中，选择 Go > Go to Folder。 

 

第 2 步：输入：System/Library/CoreServices/，然后选择 Go。 

 

第 3 步：打开 Wi-Fi 诊断。 

 

在苹果 OS X 请求者上记录 802.1x 身份验证失败信息 

 

第 1 步：启动终端 Utilities > Terminal 

 

第 2 步：启用 802.1x 日志记录： 

 

MacBookPro:~ client$ sudo defaults write  

Library/Preferences/SystemConfiguration/com.apple.eapolclient LogFlags -int -1  

 

Password: <Enter Password> 

 

第 3 步：重新启动计算机（应用设置）。 

 

第 4 步：从 Finder 中，选择 choose Go > Go to Folder... 

 

第 5 步：输入：/var/log/，选择 Go。 

 

第 6 步：请求端的日志将被命名为"eapolclient.<interface>.log"。 

 

第 7 步：一旦完成后，在终端中输入以下内容以禁用日志记录： 

 

MacBookPro:~ client$ sudo defaults write  

/Library/Preferences/SystemConfiguration/com.apple.eapolclient LogFlags -int 0  

 

Password: <Enter Password> 

 

第 8 步：重新启动计算机（应用设置）。 

 



建议摘要 

 

对于本文档中的一些建议在这里进行总结： 

 

•思科建议对于双频段设备使用 5 GHz 的覆盖范围设计。5 GHz 信道的信道利用率通常远低于

2.4 GHz 信道。 

 

•思科建议通过无线控制器报告密切监测信道利用率。信道利用率高值可能是一个新的干扰

源，无线接入点中断，大量涌入的新的 Wi-Fi 设备的指示。 

 

•思科建议监测无线接入点更换频道的频繁程度，并增加识别受 DCA 排除列表里已知干扰源

的 5 GHz Wi-Fi 信道信息。 

 

•当做 2.4 GHz 覆盖测试时建议禁用低数据速率。这是因为，在 RSSI-67 dBm 时的 1 Mbps 数

据速率的覆盖区域比 12 Mbps 时大得多。这是覆盖范围相对带宽的设计考虑因素。 

 

•思科建议在 5 GHz 频段使用 802.11n，因为波束成形（ClientLink）提供了比 802.11a 更好的

连接质量和通话质量。 

 

•思科建议启用 WLAN 设置中的"频段选择（BandSelect）"配置。虽然 iPhone5 在某些情况下

确实表现出会对 5 GHz 频段的偏好，但是启用 BandSelect 可以在两个频段都有适当的信号强

度时，提高连接到 5 GHz 频段上的百分比。 

 

•思科建议 iPhone 和 iPad 连接到 WLAN 时，其具有 platinum 或语音的 QoS 值且 WMM 设置

为需要。 

 

•对于 Jabber 和其他业务应用程序，思科建议应用 platinum QoS 级别，从带根据设备 WMM

驱动程序或 QoS 策略得出 WMM QoS 值的数据包，获得应用 QoS 等级。 

 

•思科建议配置无线控制器启用 RRM 来提供邻居列表，了解 2.4 GHz 和 5 GHz 无线接入点的

信道编号（802.11k）。建议语音 WLAN 通话和所有应用程序以及设备都使用 5 GHz 频段的

Wi-Fi 信道。 

 

•思科和苹果建议您配置一个额外的 WLAN 来支持 802.1x 客户端的快速漫游。 

 

•思科和苹果建议您配置一个额外的 WLAN 来支持 PSK 客户端的快速漫游。 

 

•苹果公司建议对传统客户使用单独的 WLAN 和 SSID。 

 

•思科建议管理带宽和数据速率以根据在一个信道里用户数所需的覆盖范围来提供覆盖。 

 

•思科建议，当需要信道密度需要时使用 20 MHz 信道（例如，高密度接入的环境下），当用



户流量需要高带宽时使用 40 MHz 信道绑定（例如视频应用）。 

 

•思科强烈建议启用所有 MCS 数据速率。禁用个别 MCS 可能会破坏 Mac OS 10.7 和 10.8 某

些版本的 64 位驱动程序的兼容性。 

 

•思科建议相邻无线接入点蜂窝间的 Wi-Fi 信号覆盖重叠区域为 15％。 

 

要了解更多关于苹果客户端和思科无线网络之间的信息：  

•思科无线局域网苹果 Bonjour 协议部署指南：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hw/wireless/ps4570/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bb

1d7c.shtml  

•思科无线控制器系统管理指南，版本 7.4: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7.4/configuration/guides/system_manage

ment/config_system_management.htm  

•Mac Wi-Fi 升级 1.0: http://support.apple.com/kb/DL1620  

 

注意：思科建议定期检查文档中和苹果网站的参考链接。因为在这篇最佳实践文档发表后，

一般思科的文档很有可能会更新。 

 

附录 A：IEEE IP DSCP - AVVID Values 和 

802.11e WMM 

 

AVVID 802.1pUP based 

Traffic Type  

AVVID 

802.1pUP  

AVVID 

IP DSCP  

IEEE IP 

DSCP  IEEE 802.11e UP  Comments  

Reserved (Network Control)  7  56?  56  7  TBD  

Reserved  6  48?    TBD  

Voice  5  46(EF)  48  6   

Voice  4  34(AF41)  40  5   

Voice Control  3  26(AF31)  32  4   

Background(Gold)  2  18(AF21)  16  2   

Background(Gold)  2  20(AF22)  16  2   

Background(Gold)  2  22(AF23)  16  2   

Background(Silver)  1  10(AF11)  8  1   

Background(Silver)  1  12(AF12)  8  1   

Background(Silver)  1  14(AF13)  8  1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hw/wireless/ps4570/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bb1d7c.shtml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hw/wireless/ps4570/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bb1d7c.shtml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7.4/configuration/guides/system_management/config_system_management.htm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7.4/configuration/guides/system_management/config_system_management.htm
http://support.apple.com/kb/DL1620


Best Effort  0  0(BE)  0,24  0,3   

Background  0  2  8  1   

Background  0  4  8  1   

Background  0  6  8  1   

Unknown DSCP from wired  Access 

Port  

D  Don't 

care  

D>>3  On the AP  

 

附录 B 苹果设备特性总结列表 

 

 Wi-Fi 无线电 11r 快速漫游  11k 邻居列表 Webex 客户端 Jabber 客户端 

iPhone  

iPhone3G  

iPhone 4  

iPad  

11g  

20Mhz  

wide channels  

only  

No  No  Yes  Yes  

iPhone 4S  

 

iPad2  

2.4Ghz 11g & 11n 

MCS 0-7  

20Mhz wide 

channels only  

With iOS6 

-Yes  

Yes  

With iOS6 - 

Yes  

Yes  

Yes  Yes  

iPhone 5  

 

iPad Retina 

iPad Mini  

2.4 and 5 Ghz 11n 

MCS 0-7  

20mHz wide on 

2.4Ghz  

20 or 40 Mhz on 5 

Ghz  

Yes  Yes  Yes  Yes  

 

附录 C：缩略词 

 

A-MDSU  Aggregated MAC Service Data Unit  



ACL  Access Control List  

AP  Access Point  

AVC  Application Visibility and Control  

AVVID  Architecture for Voice Video and Integrated Data  

BSS  Basic Service Set  

BSSID  Basic Service Set Identifier  

BYOD  Bring Your Own Device  

CA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CAC  Call Admission Control  

CVD  Cisco Validation Design  

DCA  Dynamic Channel Allocation  

DS  Distribution System  

DSCP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Code Point  

FT  Fast Transition  

FTP  File Transfer Protocol  

GHz  Gigahertz  

GI  Guard Interval  

IEs  Information Elements  

IPCU  iPhone Configuration Utility  

MAC  Medium Access Control  

Mbps  Megabits per second  

MCS  Modulation Coding Schemes  

MOS  Mean Opionion Score  

PKI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PSK  Pre-Shared Key  

QoS  Quality of Service  

RF  Radio Frequency  

RRM  Radio Resource Management  

RSSI  Received Signal Strenght Indicator  

RToWLAN  Real-Time over Wireless LAN  

RVI  Remote Virtual Interface  

SKC  Sticky Key Caching  



SNR  Singal-to-Noise Ratio  

SSID  System Set Indentifier  

TAC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re  

TSpec  Traffic Specification  

UDID  Unique Identifier  

VoWLAN  Voice over Wireless LAN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WiSPR  Wireles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Roaming  

WLAN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C  Wireless LAN Controller  

WMM  Wireless Multimedia  

WPA  Wi-Fi Protected Access  

 

 

 

原文链接：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technology/vowlan/bestpractices/EntBP-AppMobDevs-on-Wlans.html   

翻译人：张欣蕊 

校对：谢清 

译于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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