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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档介绍了思科如何实现 Web 认证，并演示了如何配置一台思科 4400 系列无线局域网

无线控制器（WLC），以支持内部 Web 认证。 

 

先决条件 

要求 

 

本文档假定您已经具有思科 4400 无线控制器的初始配置。 

 

组件使用 

 

本文档中的信息是基于这些软件和硬件版本： 

* 运行 7.0.116.0 版本的 4400 系列无线控制器 

* 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ACS）4.2 版，安装在 Microsoft®Windows 2003 服务器上 

* 思科 Aironet 1131AG 系列轻量接入点 

* 思科 Aironet 802.11a/b/g CardBus 无线适配器，运行 4.0 版软件 

 

本文档中的资料是从一个特定实验室环境中的设备上生成的。本文档中使用的所有设备以缺

省（默认）配置开始配置。如果您的网络是正在使用的生产系统，请确保您了解所有命令带

来的潜在影响。 

 

Web 认证 

 

Web 认证是一个 3 层的安全功能，使无线控制器不允许转发一个特定的客户端的 IP 流量

（DHCP 和 DNS 相关的数据包除外），直到该客户端已正确地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用户名和密

码。这是一个简单的验证方法，对于客户端无需安装请求或实用工具。Web 认证通常用于

客户需要部署来宾接入网络。典型的部署包括“热点”位置，例如 T-Mobile 公司或星巴克。 

 

请记住，Web 认证不提供数据加密服务。Web 认证通常被用作来宾访问或简单的“热点”



服务，例如在校园环境，客户唯一担心的是网络连通而不是数据安全。 

 

Web 认证可以使用： 

* 在无线控制器上的默认登录窗口 

* 无线控制器上修改后的的登录窗口 

* 配置外部 Web 服务器的定制的登录窗口（外部 Web 认证） 

* 下载到无线控制器中的自定义的登录窗口  

 

在本文档中，无线局域网无线控制器配置了内部 Web 认证。 

 

Web 认证过程 

 

当用户连接到配置为 Web 认证的 WLAN 时： 

 

* 用户打开一个网页浏览器并输入一个 URL，例如 http://www.cisco.com。客户端发送这个

URL 的 DNS 请求以便获得目的 IP 地址。无线控制器传送 DNS 请求到 DNS 服务器，DNS 服务

器通过 DNS 答复响应，DNS 答复中包含目的地 www.cisco.com 的 IP 地址。该答复被转发到

无线客户端。 

* 客户端然后尝试以目的 IP 地址打开一个 TCP 连接。向 www.cisco.com 的 IP 地址发送一个

TCP SYN 包。 

* 无线控制器配置了客户端的规则，因此可以作为 www.cisco.com 的代理。它向客户端发送

回一个以 www.cisco.com 的 IP 地址作为源地址的 TCP SYN-ACK 包。客户端回送一个 TCP ACK

数据包以完成 TCP 三次握手并完全建立 TCP 连接。 

* 客户端发送一个 HTTP GET 包到 www.cisco.com。无线控制器拦截这个数据包并发送重定向

处理。HTTP 应用网关准备 HTML 正文发送回客户端，把它作为客户端请求的 HTTP GET 的答

复 。 这 个 HTML 正 文 使 得 客 户 端 访 问 无 线 控 制 器 的 默 认 网 页 网 址 ， 例 如

http://<Virtual-Server-IP>/ login.html。 

* 客户端关闭 www.cisco.com IP 地址的 TCP 连接。 

* 现在客户端将访问 http://1.1.1.1/login.html。因此，客户端尝试打开一个到无线控制器虚

拟 IP 地址的 TCP 连接。它发送一个 TCP SYN 包到无线控制器的虚拟 IP 地址 1.1.1.1。 

* 无线控制器以 TCP SYN-ACK 响应，客户端回送一个 TCP ACK 到无线控制器以便完成握手。 

* 客户端发送一个 HTTP GET 到 1.1.1.1 的/login.htm 以请求登录页面。 

* 这个请求被无线控制器的 Web 服务器允许，服务器响应回并发回默认登录页。客户端收

到登录页面并在浏览器窗口显示，用户可以继续登录操作。  

 

这里是思科支持社区上的一个视频链接，该视频解释了 Web 认证过程：  

思科无线局域网无线控制器 Web 认证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videos/2360


网络设置 

 

本文档使用的网络设置： 

 

 

 

配置无线控制器 Web 认证 

 

在这份文档中，WLAN 配置为 Web 认证并映射到一个专用的 VLAN。下列是配置 WLAN 为

Web 认证的步骤： 

* 创建一个 VLAN 接口 

* 配置无线控制器内部 Web 认证 

* 添加 WLAN 实例 

* 配置身份验证类型（Web 认证验证用户的三种方式）  

 

在本节中介绍配置无线控制器 Web 认证的信息。 



 

下列是在本文中使用的 IP 地址： 

* 无线控制器的 IP 地址是 10.77.244.204。 

* 思科 ACS 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 10.77.244.196。  

 

创建一个 VLAN 接口 

 

完成下列步骤： 

 

1. 从无线控制器的图形用户界面的顶部菜单中选择 Controller，从左侧的菜单中选择

Interfaces，点击右上方的 New 创建一个新的动态接口。Interfaces > New 窗口出现。这个例

子使用 vlan90 作为接口名称并对应 VLAN ID 90： 

 

 
 

2. 单击“Apply”以创建 VLAN 接口。Interfaces > Edit 窗口出现，需要您填写接口的具体信

息。 

 

3. 本文档中使用这些参数： 

    * IP 地址-10.10.10.2 

    * 子网掩码 255.255.255.0（24 位） 

    * 网关 10.10.10.1 

    * 端口号 2 

    * 主要 DHCP 服务器 10.77.244.204 

注：此参数应该是您的 RADIUS 或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在这个例子中，无线控制器

的管理地址被用来作为 DHCP 服务器，因为其上配置了内部 DHCP 作用域。 

    * 次要 DHCP 服务器-0.0.0.0 

注意：这个例子没有次要的 DHCP 服务器，所以使用 0.0.0.0。如果您的配置有一个次要

的 DHCP 服务器，在这一项中添加该服务器的 IP 地址。 

    * ACL 的名称 None  

 



 

 

4. 单击“Apply”以保存更改。  

 

配置无线控制器内部 Web 认证 

 

下一步是配置无线控制器内部 Web 认证。内部 Web 认证是无线控制器上的默认 Web 身份

验证类型。如果这个参数不需要改变，则不需要任何配置就开启内部 Web 认证。如果 Web

认证参数以前被改变，完成下列步骤来配置无线控制器内部 Web 认证： 

 

1. 从无线控制器的图形用户界面，选择 Security > Web Auth > Web Login Page 以访问 Web 登

录页面。 

2. 从 Web 身份验证类型下拉框中选择 Internal Web Authentication。 



3. 在登录后重定向 URL 项输入最终用户验证成功后将被重定向的页面网址。 

 

 
 

注：在无线控制器 5.0 版本后，Web 认证的注销页面也可以定制。参考无线控制器 5.2 版本

配置指南分配登录，登录失败和注销 WLAN 页面章节获取如何配置的详细信息。  

 

添加 WLAN 实例 

 

现在，内部 Web 认证已启用并有专门用于 Web 认证的 VLAN 接口，你必须配置一个新的

WLAN/SSID 以支持 Web 认证用户。 

 

完成下列步骤以创建一个新的 WLAN/SSID： 

 

1. 从无线控制器的 GUI 界面，在顶部的菜单中单击 WLAN，点击右上方的 New。类型选择

WLAN。选择配置文件名称和 Web 认证的 SSID。这个例子使用的配置文件名称和 WLAN SSID

均为 Guest。 

 

http://www.cisco.com/en/US/docs/wireless/controller/7.0/configuration/guide/c70users.html#wp1075664


 
 

2. 点击 Apply 按钮。出现一个新的 WLANs > Edit 窗口。 

 

 

 

3. 为了启用 WLAN，选择 WLAN 状态框。从接口菜单中选择您先前创建的 VLAN 接口名称。

在这个例子中，接口的名字是 vlan90。 

 

注意：保留在此屏幕上的其他参数的默认值。 

 

4. 单击 Security 选项卡。完成下列步骤以配置 Web 认证： 

 

    a. 点击 Layer 2 标签并设置安全为 None。 

 



注意：如果第 2 层的 WLAN 安全是 802.1x 或 WPA/WPA2，您不能配置第 3 层安全为

passthrough。参考无线控制器 2 层 3 层安全兼容性列表获取更多信息。 

 

    b. 选择 Web Policy 检查框，选择身份验证选项为 Authentication，如下图所示： 

 

 
 

    c. 单击 Apply 以保存 WLAN。 

    d. 您将返回到 WLAN 摘要窗口。确保 Guest SSID 的 Web 验证已经启用。  

 

Web 认证验证用户的三种方式 

 

当你使用 Web 认证时有三种方式来验证用户。本地认证让您使用思科无线控制器上的用户

进行身份验证。您还可以使用一个外部的 RADIUS 服务器或 LDAP 服务器作为后端数据库来

验证用户。 

 

本文档提供了所有这三种方法的示例配置。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6366/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987b7c.shtml


本地认证 

 

来宾用户的用户数据库为无线控制器的本地数据库。无线控制器使用这个数据库对用户进行

身份验证。 

 

1. 从无线控制器 GUI 中，选择 Security。 

 

2. 从左侧的 AAA 菜单点击 Local Net Users。 

 

 

 

3. 单击新建以创建一个新用户。一个新的窗口显示，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信息。 

 

4.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以创建一个新用户，然后确认您要使用的密码。这个例子创建一个名

为 User1 的用户。 

 

5. 添加说明，如果你需要。这个例子使用 Guest User1 作为说明。 

 

6. 单击 Apply 以保存新的用户配置。 

 



 

 

 

 

7. 重复步骤 3-6，添加更多的用户到数据库。  

 

使用 RADIUS 服务器的 Web 认证 

 

本文档使用 Windows 2003 服务器上的 ACS 作为 RADIUS 服务器。你可以使用目前在网络中

部署的任何可用的 RADIUS 服务器。 

 

注：ACS 可以安装在 Windows NT 或 Windows 2000 服务器上。为了从 Cisco.com 下载 ACS，

请参阅软件中心（下载） -思科安全软件（只有注册客户方可访问）。你需要一个思科网络

帐户以下载该软件。 

 

设置 ACS 部分显示你如何配置 RADIUS。你必须有一个功能齐全的网络与域名系统（DNS）

和 RADIUS 服务器。 

 

http://tools.cisco.com/support/downloads/go/Redirect.x?mdfid=268438162
http://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设置 ACS 

 

在本节中，你将看到如何设置 ACS 的 RADIUS 服务。 

 

在 ACS 服务器上完成下列步骤，以创建一个用于身份验证的用户： 

 

1. 当 ACS 询问您是否要打开一个浏览器窗口配置，单击“ 是 ”。 

 

注：安装 ACS 后，你在桌面上也有一个图标。 

 

2. 在左侧的菜单中，单击 User Setup。如下所示： 

 

 

 

3. 输入要使用 Web 认证的用户，并单击 Add/Edit。创建用户后，第二个窗口打开，如下所

示： 

 



 

 

4. 确保顶部的禁用帐户选项没有被选中。 

 

5. 选择 ACS 的内部数据库作为密码的身份验证选项。 

 

6. 输入密码。管理员在 ACS 内部数据库增加用户时可以配置身份验证选项为 PAP、CHAP 或

MD5-CHAP。PAP 是无线控制器上的默认用户身份验证类型。管理员拥有灵活地改变身份验

证方法的权限，使用下面 CLI 命令改变身份验证方法为 chap 或 md5-chap： config custom-web 

radiusauth <auth method>  

 

7. 点击提交。  

 

输入 RADIUS 服务器信息到思科无线控制器 

 

完成下列步骤： 

 

1. 在顶部的菜单中，点击 Security。 

 

2. 在左侧的菜单中点击 RADIUS 认证 。 

 



3. 单击“新建”，并输入您的 ACS/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在这个例子中，ACS 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 10.77.244.196。 

 

4. 输入 RADIUS 服务器的共享密钥。确保这个密钥与在 RADIUS 服务器上输入无线控制器的

密钥相同。 

 

5. 端口号在默认情况下为 1812。 

 

6. 确保服务器状态选项已启用。 

 

7. 启用 Network User 检查项，使这个 RADIUS 服务器可以验证您的无线网络用户。 

 

8. 点击 Apply 按钮。  

 

 

 

确保 Network User 和 Admin Status 为启用。 

 

 



 

配置 WLAN 的 RADIUS 服务器 

 

现在在无线控制器上配置 RADIUS 服务器，你需要配置 WLAN 使用 RADIUS 服务器进行 Web

认证。完成下列步骤，以配置 WLAN 的 RADIUS 服务器。 

 

1. 单击 WLANs 将显示在无线控制器上配置好的 WLAN 清单。单击之前创建的 Web 认证的

Guest WLAN。 

 

2. 在WLANs > Edit页面上单击 Security菜单的AAA服务器选项卡。然后选择RADIUS服务器，

本例子使用 10.77.244.196： 

 

 

 

3. 点击 Apply 按钮。  

 

验证 ACS 

 

当您安装 ACS 时记得下载所有最新补丁和最新的代码。这应该解决可以解决潜在的问题。

若您使用 RADIUS 认证，确保您的无线控制器已经作为 AAA 客户端配置在 RADIUS 中。点击

左手边的 Network Configuration 菜单进行检查。点击 AAA 客户端，然后验证密码和身份验证

类型的配置。参考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 4.2 版本用户指南的配置 AAA 客户部分获取更

多信息。 

 

http://www.cisco.com/en/US/docs/net_mgmt/cisco_secure_access_control_server_for_windows/4.2/user/guide/NetCfg.html#wp394848
http://www.cisco.com/en/US/docs/net_mgmt/cisco_secure_access_control_server_for_windows/4.2/user/guide/NetCfg.html#wp394848


 

 

当您选择 User Setup，再次确认你的用户实际存在。点击 List All Users 出现如下所示的窗口。

确保已创建的用户列表中存在。 

 



 

 

使用 LDAP 服务器的 Web 认证 

 

本节介绍如何配置一个轻型目录访问协议（LDAP）服务器作为后端数据库，类似 RADIUS 或

本地用户数据库。LDAP 后端数据库允许无线控制器为一个特定的用户凭据（用户名和密码）

查询 LDAP 服务器。然后使用这些凭据来验证用户。 

 

使用无线控制器 GUI 完成下列步骤来配置 LDAP： 

 

1. 单击 Security > AAA > LDAP以配置 LDAP服务器。此页面将列出任何已配置的 LDAP服务器。 

 

* 如果你想删除一个现有的 LDAP 服务器，移动你的光标到该服务器的蓝色下拉箭头，

然后选择删除 。 

* 如果你想确保该无线控制器可以到达一个特定的服务器，将你的光标悬停在该服务器

的蓝色下拉箭头，并选择 ping。  

 

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要编辑现有的 LDAP 服务器，单击该服务器的索引号。LDAP Servers > Edit 页面出现。 

* 添加一个 LDAP 服务器，单击“新建”。LDAP Servers > New 页面出现。 

 



 
 

3. 如果您要添加新的服务器，从服务器索引（优先级）下拉框中选择一个数字来指定此服

务器的优先顺序。最多可以配置到 17 台服务器。如果无线控制器无法到达第一台服务器将

尝试列表中的第二个。 

 

4. 如果您要添加新的服务器，在服务器 IP 地址字段输入 LDA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5. 如果您要添加新的服务器，在端口号字段输入 LDAP 服务器的 TCP 端口号。有效范围是 1

到 65535，默认值是 389。 

 

6. 选中启用服务器状态复选框以启用此 LDAP 服务器，或者取消以禁用它。默认值被禁用。 

 

7. 从简单绑定下拉框选择匿名或验证指定 LDAP 服务器的本地认证绑定方法。匿名方法允许

匿名访问 LDAP 服务器，而验证的方法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以确保访问。默认值是匿名。 

 

8. 如果你第 7 步选择验证，完成下列步骤： 

    a. 在绑定的用户名字段中，输入要使用本地认证的 LDAP 服务器的用户名。 

b. 在绑定密码和确认绑定密码字段中输入要为本地认证的 LDAP 服务器使用的密码。  

 

9. 在用户基本 DN 字段中，输入 LDAP 服务器分辨名称（DN），它包含了所有用户的列表的

子树。例如，ou=organizational unit, .ou=next organizational unit, and o=corporation.com。如果

树包含用户的基本 DN，输入 o=corporation.com or dc=corporation, dc=com。 

 

10. 在用户属性字段中，输入属性名称中包含的用户名的用户记录。您可以从你的目录服务

器获取这个属性。 

 

11. 在用户对象类型字段中输入 LDAP 的 ObjectType 属性值作为用户的标识记录。通常情况

下，用户记录具有几个 ObjectType 属性值，其中一些独特的用户，其中有些是与其他类型

的对象共享。 



 

12. 在服务器超时字段中，输入重新传输的秒数。有效范围是 2 至 30 秒，默认值是 2 秒。 

 

13. 点击 Apply 提交更改。 

 

14. 单击保存配置保存更改。 

 

15. 如果你想为 WLAN 分配特定的 LDAP 服务器，完成这下列步骤： 

    a. 点击 WLANs 打开 WLAN 页面。 

    b. 单击所需配置的无线局域网的 ID 号。 

    c. 当 WLANs > Edit 页面出现时，单击 Security > AAA Server 选项卡，打开 WLANs > Edit 

(Security > AAA Servers)页面。 

 

 

 

d. 从 LDAP 服务器下拉框，选择此 WLAN 要使用的 LDAP 服务器。您最多可以按照优先

顺序选择三个 LDAP 服务器。 

    e. 点击 Apply 提交更改。 

    f. 单击保存配置保存更改。  

 

配置无线客户端使用 Web 认证 

 

一旦无线控制器配置好，客户端必须正确配置以便进行 Web 认证。在本节中将介绍如何在

您的 Windows 系统配置 Web 认证的信息。 

 



客户端配置 

 

微软无线客户端配置基本不变。你只需要添加相应的 WLAN/SSID 配置信息。完成下列步骤： 

 

1. 从 Windows 开始菜单，选择设置 > 控制面板 > 网络和 Internet 连接 。 

 

2. 点击“网络连接”图标。 

 

3. 右键单击局域网连接图标，并选择禁用 。 

 

4. 右键单击无线连接图标，并选择“启用”。 

 

5. 右键单击无线连接图标，并选择“属性”。 

 

6. 从无线网络连接属性窗口，单击无线网络选项卡 。 

 

7. 在“首选网络”区域中单击添加以配置 Web 认证的 SSID。 

 

8. 在“关联”选项卡上，输入要使用 Web 认证的网络名称（WLAN/SSID）的值。 

 

 



 

注：数据加密选项默认情况下为有线等效保密（WEP）。禁用数据加密以便 Web 认证工作。 

 

9. 点击窗口底部的“确定”以保存配置。 

 

当你与无线网络通信时，你会看到在“首选网络”框中的灯塔图标。  

 

这显示了一个成功的无线Web 认证连接。无线控制器提供了无线 Windows客户端的 IP地址。 

 

 

 

注：如果您的 Web 认证无线客户端也是一个 VPN 端点，直到你通过 Web 认证过程才能建立

VPN 隧道。为了建立 VPN 隧道，客户端必须首先通过 Web 认证并取得成功。只有这样，VPN

隧道才可能成功建立。 

 

注：登录成功后，如果无线客户端是空闲的，不与任何其他设备进行通信，客户端在超过空

闲超时时间后将失去关联。默认情况下超时时间是 300 秒，可以使用下面 CLI 命令改变：config 

network usertimeout <seconds>。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客户端表项将从无线控制器中删除。

如果客户端再次关联，它会回到 Webauth_Reqd 状态。 

 

注：如果客户端成功登录后是活跃的，他们也会在会话超时后失去关联并从无线控制器中删

除，默认情况下会话超时时间为 1800 秒，可以使用 CLI 命令更改：config wlan session-timeout 

<WLAN ID> <seconds>。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客户端表项从无线控制器中删除。如果客户端

再次关联，将回到 Webauth_Reqd 状态。 

 

如果客户端处于 Webauth_Reqd 状态，无论是如果他们是活跃或闲置，客户端在 Web 认证

所需的时间超时后被取消关联，时间为 300 秒，这个时间是用户不可以配置的。此时，客户

端（即使是预验证 ACL 允许）所有流量也将被丢弃。如果客户端再次关联，它回到

Webauth_Reqd 状态。 

 



客户端登录 

 

完成下列步骤： 

 

1. 打开浏览器窗口，输入任何网址或 IP 地址。这使得客户端获得 Web 认证页面。一个安全

警报窗口显示。 

 

注：如果无线控制器正在运行任何早于 3.0 的版本，用户必须输入 https://1.1.1.1/login.html

获得 Web 认证页面。 

 

2. 单击“是”以继续。 

 

3. 当出现登录窗口，输入您创建的本地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登录成功，您会看到两个浏览器窗口。较大的窗口显示登录成功，使用这个窗口可以浏

览互联网。使用较小的窗口以注销。 

 

屏幕截图显示了一个成功的重定向 Web 认证。下图显示登录成功的窗口。 

 



 

 

思科 4404/WiSM 无线控制器可以支持 125 个并发 Web 验证用户登录，规模可以达到 5000

个网络认证客户。 

 

思科 5500 无线控制器可以支持 150 个并发 Web 认证用户登录。 

 

Web 认证故障排查 

ACS 的故障排除 

 

如果你有密码验证的问题，在 ACS 的左侧菜单单击以打开所有可用的报告和活动。你打开

报告窗口后，你可以选择打开 RADIUS 记帐，失败的登录尝试，通过的身份验证，登录用户，

其他报告菜单。这些报告为 csv 文件，您可以在您的计算机上打开本地文件。报告有助于发

现认证的问题，如不正确的用户名和/或密码。ACS 还配备了在线文档。如果你没有连接到

一个真实的网络并没有定义服务端口，ACS 使用你的以太网端口的 IP 地址作为服务端口。

如果您的网络没有连接，你最有可能获得 Windows 系统的默认 IP 地址 169.254.xx。 

 



 

 

注：如果您键入任何外部 URL，无线控制器自动连接到内部 Web 认证页面。如果自动重定

向连接不起作用，你可以在地址栏输入无线控制器的管理 IP 地址以排除故障。 

 

参考无线控制器 Web 认证故障排除获得更多信息。 

 

Web 认证与 IPv6 桥接 

 

为了配置 IPv6 桥接，从无线控制器的图形用户界面，导航到 WLANs。然后选择所需的 WLAN，

从 WLAN> Edit 页面选择高级。 

 

选择 IPv6 启用复选框，如果你要启用连接到这个无线局域网的客户端接受 IPv6 数据包。否

则使用默认值。如果禁用（或取消）IPv6 的复选框，IPv6 数据包将只被允许在验证之后转发。

启用 IPv6 意味着该无线控制器无需客户端身份验证就可以通过 IPv6 的流量。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315/products_tech_note09186a0080a38c11.shtml


 

 

更多关于 IPv6桥接和使用此功能指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无线控制器配置指南7.0版的配

置 IPv6 桥接章节。 

 

 

 

原文链接：http://www.cisco.com/en/US/tech/tk722/tk809/technologies_configuration_example09186a008067489f.shtml  

翻译人：谢清 

译于 20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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