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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无线服务模块（WiSM）-2 双数据转发平面是内置于 Cat6k 交换机的下一代无线数据处理服

务模块。在思科无线控制器软件版本 7.2 以前，只支持一个数据转发平面。第二个数据转发

平面虽然和机箱保持物理连接，但是没有通过软件激活。随着无线控制器软件版本 7.2.103

和 Sup 720 以及 Sup 2T 模块新软件的发布，这两个数据转发平面被激活。因此支持高达 1000

个无线接入点（AP）、接入 15000 个客户端，总吞吐量达到了 20 GB。  

 

WiSM-2 是基于 5508 无线控制器来设计的。WLAN 控制器协议（WCP）在 Supervisor 模块和

WiSM-2 无线控制器模块之间建立通信机制。WCP 在服务接口上基于 UDP / IP 端口 10000 工

作。WiSM-2 无线控制器启动后，在他和 supervisor 模块之间通过软件心跳来保持连接。无

线控制器请求 supervisor 处理其插槽/处理器信息。  

 

图 1. 思科 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无线服务模块 2（WiSM2）无线控制器  

 

 

 

 

作为思科统一无线网络的组件之一，该控制器实时与思科无线接入点，思科网络控制系统

（NCS）以及思科移动服务引擎保持通信 ，提供集中的安全策略，无线入侵防御系统（IPS），

射频管理以及服务质量（QoS）保证。通过 CleanAir 技术，WiSM2 无线控制器保证 802.11n

技术的部署性能，为全网提供实时和历史的射频干扰信息以便进行快速故障排除和解决射频

干扰问题。将这种集成方法应用于大规模无线网络，可以精简支持费用，减少计划内和计划

外网络的停机时间，从而使得客户可以获得显著的总拥有成本（TCO）收益。 

 

先决条件  

要求  

本文档没有具体要求。  

 



WiSM-2 特点  

软件版本 7.2.103 的 WiSM2 无线控制器的功能和特点总结如下。  

注：WiSM2 无线控制器需要 Sup 720 软件版本至少为 12.2.(33)SXJ。 SUP 2T 软件版本至少为

15.0(1)SY1。  

 

功能特征与 5500 系列无线控制器相同：  

•与 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其他服务模块和 WiSM1 的互操作性 

•支持高达 1000 APs/15，000 客户端和 5000 个主动 RFID 标签  

•许可证升级的增量单位为 100 个无线接入点，单台可支持 1000 个无线接入点 

•数据转发平面（无论加密/非加密/应用 ACL）的吞吐量为 20 Gbps  

•支持 Sup720, Sup720-10G, Sup-2T 和 6500 - E 系列机箱 

•采用高速风扇的情况下支持 6500 非 E 系列机箱 

•Sup 720 软件版本 12.2(33)SXJ 或更高, Sup 2T 软件版本 15.0(1)SY1 或更高 

•单个 6500 机箱最多支持多达 7 个 WiSM2 无线控制器，在 VSS 模式下支持多达 14 个 

•在 6500 机箱中还有其他服务模块的情况下，单机箱支持多达 5 个 WiSM2 无线控制器，在

VSS 模式下支持多达 10 个  

•支持 OEAP 解决方案 

 

网络安装要求  

下面是在 Catalyst 机箱中部署 WiSM2 时所需要的组件列表：  

 

设备/应用  软件版本  

Catalyst  650X 与 Sup720 或 Sup2T*   12.2（33）SXJ 或更高，15.0（1）SY1 或更高   

以太网线卡 – 经测试和WiSM2 兼容   6148，6516，6548，6704 - 10Gb，6708 - 10Gb，6716 - 10Gb，6748 和 6724  

 WiSM2 无线控制器控制器/NCS网络控

制系统   
7.2.103.0/1.1.0.1114 

MSE 33XX 系列 7.2.103.0.64bit  

 

*在 Catalyst 机箱中安装思科 WiSM2 模块，需要 Sup 720 或 Sup 2T 模块支持。  

•Supervisor VS-S2T-10G-XL - Supervisor Engine 2T-10GE with PFC4XL  

•Supervisor VS-S2T-10G - Supervisor Engine 2T-10GE with PFC4  

额外的支持和不支持的模块列表，请参阅发行说明 。  

•FS3 Supervisor 720 (WS-SUP720) – 也称为 Supervisor 720-3a。 

•FS4 Supervisor 720-3B (WS-SUP720-3B) –这是一个对原有 Supervisor 720 的更新，支持基于

硬件的功能更新，例如 MPLS 和 ACL 计数。 

•FS5 Supervisor 720-3BXL (WS-SUP720-3BXL) –与 Supervisor 720-3B 相同的硬件，但是增加了



IPv4 路由能力。  

•FS6 Supervisor 720-3C-10GE 和 Supervisor 720-3CXL-10GE – 在前面板上支持 2 个万兆以太

网上行链路端口，支持多种全新的硬件功能，例如支持虚拟交换机链路（VSL）。  

 

注：在 Catalyst 机箱中安装思科 WiSM2 模块，需要 Sup 720/2T 模块支持。下表显示了支持

思科 WiSM2 的插槽。不建议把 WiSM2 安装在 Supervisor 插槽。  

 

 

 

注：- E 系列机箱支持 WiSM2。  

 



 

 

*不建议把 WiSM2 安装在 Supervisor 插槽。  

注：采用高速风扇的情况下支持 6500 非 E 系列机箱 

 

基本的 WiSM-2 和 Cat6500 拓扑  

 



 

 

初始化 Sup 720 引擎系统配置  

完成下列这些步骤：  

 

1.使用 Cisco.com 上提供的软件版本升级 Catalyst 65XX 的 IOS 软件至 12.2（33）SXJ2。 

 

注：只有在 Catalyst 的 IOS 软件升级到 12.2(33)SXJ2 后，才能将 WiSM2 升级到 7.2.103.0 版本

来开启双数据转发平面。系统方可识别 WiSM2 模块。反之亦然，如果您降级 Cat 65XX 软件

到 12.2(33)SXJ2 以下，也必须将 WiSM2 软件降级。  

 

2.仅在 Catalyst IOS 软件升级后，系统才会承认 WiSM-2 为双数据转发平面。升级 Catalyst 新

的 IOS 软件可通过 TFTP 进行或将软件简单地复制到闪存卡。  

 

通过 IOS CLI 的命令也可以完成系统的升级。  

 

请见下面例子中：Flash 上的“Disk0”目录：  

 



 

 

3. 在 IOS界面下输入 reload命令或者在ROMMON界面下输入 reset命令以重新启动Cat65XX。

然后，使用新的软件重新启动系统，并确保“boot image”是指向 Catalyst 上闪存中新的 IOS

系统，例子如下： 

 

 

 

4.重新启动之后，使用 show version 命令显示软件版本。确保正确的软件已被加载： 

 

 

 

5.将 WiSM2 模块插入现有的 65XX – E 机箱的插槽，并使用 show module 命令查看状态。该

WiSM2 模块将出现在列表中： 

 

 

 

6.如果模块没有出现在列表中，再次重启系统。如果模块在列表中显示，请继续下一步。  

 

下面的几个步骤将完成安装/升级和配置在 Catalyst 65XX 中 WiSM2 模块。  

 

7.您可以通过命令行接口加载软件。由于无线控制器上的 Management Interface 还没有配置，

所以通过 Web 界面配置在此时还不就绪。您可以通过 console 端口直接配置 WiSM2 无线控

制器或者从 Catalyst 交换机接口打开一个 console 会话来配置无线控制器模块，如下所示：  

 

您现在可以直接通过 session 命令访问 WiSM2。 



 

cat650X#session slot 2 processor 1  

 

注：为了执行此命令，服务 VLAN 必须在 IOS 全局配置界面进行配置，如 4.3 节所示。  

 

您可以通过 Ctrl-^或键入 exit 结束会话  

 

 

 

8.在配置 WiSM2 无线控制器后可通过 show sysinfo 命令查看到 Mgmt interface 的 IP 地址为

10.70.0.10： 

 

注：请参照 WLC 的配置指南 。  

 

 
 

9.如果您需要重启 Catalyst 机箱中的 WiSM2 无线控制器，可使用下面命令：  

 

(Config)# hw module <#> reset  

注意：发出重启命令之前应保存控制器配置。 

 

如果您需要将 WiSM 无线控制器恢复到出厂默认配置，在无线控制器重启时通过 console 按

下<Esc>键。在控制器菜单中选择选项 4 来将无线控制器复位到出厂默认值。为了给在 Catalyst

机箱中的 WiSM2 模块加电或关电，使用下面命令：  

 



(Config)#power enable module <#> 

 

初始化 Sup 2T 引擎系统配置  

1.使用 Cisco.com 上提供的软件版本升级 Catalyst 65XX 的 IOS 软件至 15.0（1）SY1。 

 

注：只有在 Catalyst 的 IOS 软件升级到 15.0(1)SY1 后，才能将 WiSM2 升级到 7.2.103.0 版本

来开启双数据转发平面。系统方可识别 WiSM2 模块。反之亦然，如果您降级 Cat 65XX 软件

到 15.0(1)SY1 以下，也必须将 WiSM2 软件降级。  

 

2.仅在 Catalyst IOS 软件升级后，系统才会承认 WiSM-2 为双数据转发平面。升级 Catalyst 新

的 IOS 软件可通过 TFTP 进行或将软件简单地复制到闪存卡。  

 

通过 IOS CLI 的命令也可以完成系统的升级。  

 

请见下面例子中：Flash 上的“Disk0”目录：  

 

 

 

3. 在 IOS界面下输入 reload命令或者在ROMMON界面下输入 reset命令以重新启动Cat65XX。

然后，使用新的软件重新启动系统，并确保“boot image”是指向 Catalyst 上闪存中新的 IOS

系统，例子如下： 

 

 

 

4.重新启动之后，使用 show version 命令显示软件版本。确保正确的软件已被加载： 

 

5.将 WiSM2 模块插入现有的 65XX – E 机箱的插槽，并使用 show module 命令查看状态。

该 WiSM2 模块将出现在列表中： 

 



 

 

6.如果模块没有出现在列表中，再次重启系统。如果模块在列表中显示，请继续下一步。  

 

下面的几个步骤将完成安装/升级和配置在 Catalyst 65XX 中 WiSM2 模块。  

 

7.您可以通过命令行接口加载软件。由于无线控制器上的 Management Interface 还没有配置，

所以通过 Web 界面配置在此时还不就绪。您可以通过 console 端口直接配置 WiSM2 无线控

制器或者从 Catalyst 交换机接口打开一个 console 会话来配置无线控制器模块，如下所示：  

 

您现在可以直接通过 session 命令访问 WiSM2。 

 

cat650X#session slot 2 processor 1  

 

注：为了执行此命令，服务 VLAN 必须在 IOS 全局配置界面进行配置，如 4.3 节所示。  

 

您可以通过 Ctrl-^或键入 exit 结束会话  

 

 
 

 

8.在配置 WiSM2 无线控制器后可通过 show sysinfo 命令查看到 Mgmt interface 的 IP 地址为

10.70.0.10： 

 

注：请参照 WLC 的配置指南 。  

 



 
 

9.如果您需要重启 Catalyst 机箱中的 WiSM2 无线控制器，可使用下面命令：  

 

(Config)# hw module <#> reset  

注意：发出重启命令之前应保存控制器配置。 

 

如果您需要将 WiSM 无线控制器恢复到出厂默认配置，在无线控制器重启时通过 console 按

下<Esc>键。在控制器菜单中选择选项 4 来将无线控制器复位到出厂默认值。为了给在 Catalyst

机箱中的 WiSM2 模块加电或关电，使用下面命令：  

 

(Config)#power enable module <#> 

 

配置 SUP720 或 Sup2T 和 WiSM-2 双数据转发平面的通信  

完成下列步骤来配置 Sup720/2T 和 WiSM2 通信：  

 

1. Catalyst65XX - E 的 Supervisor 模块和 WiSM2 模块之间通过内部的服务端口通信。完成这些

步骤，以便正确地配置在 Catalyst 65XX 上的接口和 VLAN 才能让 Supervisor 模块和 WiSM2

模块之间正常通信。WiSM2 模块上的服务端口可被配置为通过 DHCP 获得地址或静态 IP 地

址。  

 

注：无线控制器服务端口的 IP 地址应该与管理接口的 IP 地址在不同的子网。  

 

2. 在 Supervisor 720/2T 上创建一个 VLAN。这个 VLAN 只具备本地意义，它用于 Supervisor

模块和 WiSM2 模块之间通过内部的千兆以太网端口通信。  

 

注：下面所有 VLAN 号和 IP 地址均为配置举例子。  

 



!--- Assign an appropriate IP address and  

!--- subnet mask for VLAN 22 

 

interface Vlan22 

ip address 192.168.2.1 255.255.254.0 

 

3. 如果您选择在控制器将服务端口配置为 DHCP 获得地址，在 Supervisor 720/2T 或在一个独

立的 DHCP 服务器上创建一个 DHCP 作用域来支持思科 WiSM2 模块：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92.168.2.1 192.168.2.50  

ip dhcp pool wism-service-port 

network 192.168.2.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92.168.2.1  

 

4. 关联服务端口的 VLAN。  

 

!---Configure this command to use vlan 22 

!---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ervice-port. 

 

wism service-vlan 22 

 

5. 通过 show wism status 命令来验证思科 WiSM2 模块从 DHCP 服务器获得了 IP 地址。  

 

Cat650X# show wism status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2（33）SXI 和更高版本不支持配置手工配置链路汇聚（LAG）。自动链

路汇聚（LAG）将由系统自动创建。  

 

!--- Create the VLAN in the Supervisor 720  

!---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management port 

!--- Assign an appropriate IP address and subnet  

!--- mask for VLAN 70 

! 

interface Vlan70 

description Management VLAN for WiSM-2 

ip address 10.70.0.5 255.255.255.0 

end 



! 

 

6. 只要检测到 WiSM2 模块，Supervisor 自动为其创建一个 port-channel。该 port-channel 的

编号通常较高，如在下面例子中编号为 405：  

 

Cat650X#sh ip int brief 

 

 

 

7. 此外，请确保你在思科 WiSM2 上使用的 VLAN 也在相关端口和 port-channel 上进行配置

并确保 VLAN 是激活的。  

 

Cat-6K(config)# wism module {#} controller {#} allowed-vlan {vlan range} 

Cat-6K(config)# wism module {#} controller {#} native-vlan {vlan id} 

Cat-6K(config)# wism module {#} controller {#}  qos {trust/vlan-based}   

<dscp/cos/ip-precedence> - Trust state of theLAG Interface 

 

注：使用上述命令配置无线控制器，下面是配置举例：  

 

!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1 allowed-vlan 10-120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1 native-vlan 70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1 qos vlan-based 

! 

 

注：附录 B 为 Catalyst 6504 配置的完整例子。  

 

8. 新的命令 Cat-6K(config)#wism module {#} controller {#} qos vlan-based – 基于 VLAN 的 QoS

应该启用来处理 Catalyst 上无线到有线的流量。  

 

9. 确认之前的配置命令执行正确：  

 

CAT6504-#show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1 status 

 



 

 

 

10. 总结：思科 WiSM2 无线控制器插入相应的插槽并加电。在安装脚本的帮助下完成基本

配置。进行基本配置后，您可以通过控制台 CLI 或通过 web 接口配置思科 WiSM2 无线控制

器。为了使用 session 命令，你必须确保为 Cisco WiSM2 的服务端口分配一个静态或 DHCP

分配 IP 地址。 

 

11. 现在，您可以连接到无线控制器管理界面通过 GUI 或 session 到控制台继续配置。  

 

 

 

12. 检查控制器上的可用许可证。如果计数为零，请联系许可证支持团队进行更新。  

 

13. 无线接入点可以跨越 2 层或 3 层网络加入 WiSM2 无线控制器。  

 



14. 无线客户端连接到 LAP，流量发送到外部服务器和其他无线客户端，确保流量被正常转

发且无丢包。  

 

15. 至此就完成了基本的 Sup720 和 WiSM2 的配置。其他配置更改可通过 WebUI 界面，就像

任何其它无线控制器一样。本 WiSM2 部署指南不涉及无线控制器的配置详细信息，请产品

参考配置手册进行详细配置。  

 

注：参照 WLC 的配置指南获取更多的信息。  

 

从思科网络控制系统（NCS）配置 WiSM-2  

就像任何其他无线控制器，WiSM2 无线控制器可通过 WCS 来配置。NCS 1.1 或更高版本可以

识别和配置 WiSM2 无线控制器。下图显示了 WCS 如何管理 WiSM 和 WiSM2 无线控制器，

包括他们所在的槽位和它们的内部端口连接。  

 

注：WiSM 模块总是作为两个无线控制器进行管理而新的 WiSM2 无线控制器则作为一个无

线控制器进行管理。  

 

 

 

配置 SUP720 或 Sup2T 在 VSS 模式下和 WiSM-2 的通信  

VSS 技术的关键因素是采用一个特殊的连接将两个物理机箱结合在一起，该连接称为虚拟交

换机链路（VSL）。  

 



 

 

注：Supervisor 720-3C-10GE、Supervisor 720-3CXL-10GE 或 Supervisor VS-S2T-10G-XL, Supervisor 

VS-S2T-10G 支持 VSS 的模式。  

 

思科 WiSM 在 VSS 环境中最重要的一个的改变是你访问和管理它的方式。在思科 VSS 的环境

中，用来管理 WiSM2 的许多命令需要一个 switch ID。  

 

对于 13 槽位的机箱 1，槽位号从 17 到 29，对于 13 槽位的机箱 2，槽位号从 33 到 45。  

 

Cat650X# show module switch {#} slot {#} 

show module switch 2 slot 11 

 

Cat650X#show wism status – 显示 VSS 交换机中的 WiSM2 模块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2（33）SXJ 及更高版本不支持手动配置 LAG。系统将为您自动配置 LAG。  

 

一旦检测到 WiSM2s 模块，Supervisor 模块自动创建两个 port-channel 接口对应两个独立的

控制器。通常情况下，该 port-channels 编号通常较高。编号从 689 开始，结束在 746。  

 



 

 

Catalyst 65XX-E VS-S720-10G 模块将通过内部服务 VLAN 和 WiSM2 模块通信，这里对于内部

服务 VLAN 的配置就象单机箱中进行的一样：  

 

(Cat-6K)# wism service-vlan {vlan id} 

 

例如在 Catalyst 6500 的配置：  

 

interface vlan22 

ip address 192.168.2.1 255.255.254.0 

wism service-vlan 22 

 

在 Supervisor 720 上或一个单独的 DHCP 服务器上为思科 WiSM2 的服务端口创建一个 DHCP

作用域。例如：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92.168.2.1 192.168.2.50 

network 192.168.2.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92.168.2.1 

 

确保你在思科 WiSM2 上使用的 VLAN 也在相关端口和 port-channel 上进行配置： 

 

Cat-6K(config)# wism switch (#) module {#} controller 1 allowed-vlan {vlan range} 

Cat-6K(config)# wism switch (#) module {#} controller 1 native-vlan {vlan id} 

Cat-6K(config)# wism switch (#) module {#} controller 1 qos trust <dscp/cos/ip-precedence> - 端

口的信任状态。 

Cat-6K(config)# wism switch (#) module {#} controller 1 qos vlan-based-基于 VLAN 的 QoS应该启

用来处理 Catalyst 上无线到有线的流量。 

 

要验证在 VSS 模式下模块安装的状态可以使用下面命令：  

 



 

 

 

 

VSS#Cat6500#Show module switch – 查看两个 VSS 交换机中的模块。 

 

 
 

 

 

现在，您可以连接到无线控制器管理界面通过 GUI 或 session 到控制台继续配置。  

 



 

 

检查控制器上的许可证，如果计数为零，请联系授权 TAC 支持团队刷新牌照。检查控制器上

的可用许可证。如果计数为零，请联系许可证支持团队进行更新。  

 

无线接入点可以跨越 2 层或 3 层网络加入 WiSM2 无线控制器。  

 

无线客户端连接到 LAP，流量发送到外部服务器和其他无线客户端，确保流量被正常转发且

无丢包。  

 

至此就完成了 VSS 环境下 WiSM2 的基本配置。其他配置更改可通过 WebUI 界面，就像任何

其它无线控制器一样。本 WiSM2 部署指南不涉及无线控制器的配置详细信息，请产品参考

配置手册进行详细配置。  

 

附录 A：Cat6504 运行配置范例（通过中继

方式连接 WiSM2）  

CAT6504-MA#sh run 

Building configuration... 

 

Current configuration : 4804 bytes 

! 

! Last configuration change at 20:34:02 UTC Tue Apr 12 2011 

! 

version 12.2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up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uptime 

no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service counters max age 10 

! 

hostname CAT6504-MA 

! 

boot-start-marker 

boot system flash s72033-adventerprisek9_wan_dbg-mz.SIERRA_INTEG_100903 

boot-end-marker 

! 

no logging console 

! 

noaaa new-model 

! 

ipdhcp excluded-address 192.168.1.1 192.168.1.10 

ipdhcp excluded-address 192.168.2.1 192.168.2.20 

ipdhcp excluded-address 192.168.0.1 192.168.0.20 

! 

ipdhcp pool wism-service-port 

network 192.168.2.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92.168.2.1 

! 

nomlsacltcam share-global 

mlsnetflow interface 

mlscef error action freeze 

! 

spanning-tree mode pvst 

no spanning-tree optimize bpdu transmission 

spanning-tree extend system-id 

wism service-vlan 22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1 allowed-vlan 10-100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1 native-vlan 70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1 qosvlan-based 

diagnosticbootup level minimal 

port-channel per-module load-balance 

! 

redundancy 

main-cpu 

auto-sync running-config 

modesso 

! 

vlan internal allocation policy ascending 

vlan access-log ratelimit 2000 



! 

interface Port-channel3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7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qos trust dscp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1 

 --More--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qos trust dscp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1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10 

switchport mode trunk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2 

noip address 

! 

Truncated ….. 

interface Vlan22 

description communication VLAN btween Sup720 and WiSM-2 

ip address 192.168.2.1 255.255.254.0 

! 

interface Vlan70 

ip address 10.70.0.5 255.255.255.0 

! 

ip classless 

ip forward-protocol nd 

! 

noip http server 

! 

control-plane 

! 

dial-peercor custom 

! 

line con 0 

linevty 0 4 

login 

linevty 5 15 



login 

! 

end 

 

CAT6504-MA# 

 

 

原文链接：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hw/modules/ps2706/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bb25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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