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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思科无线服务模块和无线控制系统  
 
-------------------------------------------------------------------------------- 
这份文件提供了新的思科无线服务模块（ WiSM ）和软件配置相关的 Supervisor 
720 模块以及思科无线控制系统（ WCS ）的技术概述。 这不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

的关于无线局域网技术理论，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架构，或部署指南的教程。 本文

也不讨论思科 Aironet 接入点从自主运作到轻量级接入点协议（ LWAPP ）的升级

过程。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资料来部署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您应该密切与您的思科

客户代表保持联系并获取相关信息。  
 
该指南包括下列关于配置和部署 Cisco WiSM 的资料和程序：  
•   关键术语  
•   思科 WiSM 概念  
•   配置规则  
•   配置概述  
•   拓扑举例  
•   配置 Supervisor 720 和思科 WiSM 之间的联系 
•   配置思科 WiSM-A  
•   配置思科 WiSM-B  
•   配置 RADIUS 服务器的 WPA/WPA-2 认证  
•   配置无线接入点所在的网络基础设施   
•   配置 WCS 并添加思科 WiSM 进行管理   
•  集成思科 WiSM 和防火墙服务模块 
 
 

关键术语  
表 1 本文件关键用语的定义。  
 
术语或缩写  定义  

思科 WiSM  思科公司的无线服务模块。  

WLC  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集中管理轻量级接入点和无线局域网的数

据流量的思科设备。  

WCS 思科无线控制系统-管理软件，管理 WLC 设备，并增加了先进的

高级管理功能，例如基于位置的服务  

轻量级接入点  接入点运行轻量级软件，使接入点与 WLC 可以配合工作 。  

LWAPP  轻量级接入点协议-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架构的实现是基于 IETF 草

案中所使用的议定书。  LWAPP 定义了控制和数据封装格式并在

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架构中使用。  



 
 

思科 WiSM 概念  
 
思科 WiSM 是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系列的成员之一。它与思科 Aironet 轻量级接

入点，思科的 WCS ，和思科无线定位设备协同工作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统一

无线网络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支持无线数据，语音和视频应用。思科 WiSM 由

两个思科 4404 控制器组成，因此， IT 人员必须认识到，有两个独立的控制器存在

于一个单一的 WiSM 模块上。第一个控制器被认为是 WiSM-A 卡，而第二个控制

器，被认为是 WiSM-B 卡。接口和 IP 地址，必须分别考虑两个卡的独立性。

WiSM-A 管理 150 个接入点，而单独的 WiSM-B 管理另外的 150 接入点。这些控制

器可归并在一个移动组，形成集群 。  
 
思科 WiSM 的每个控制器上有多种类型的接口：其中 3 个接口是预先定义的类

型，必须在初始安装时就进行配置：  
 
•  Management interface（预先定义和强制性）  
•  AP-Manager interface （预先定义和强制性）  
•  Virtual interface（预先定义和强制性）  
•  Service-port interface（预先定义和强制性）  
•  Operator-defined interface （用户定义）  
 
Management interface 是带内管理控制器和连接企业级服务（如 AAA 服务器）的默

认接口。如果 service port 端口正在使用中，Management interface 必须处于和

service port 端口不同的子网。  
 
AP-Manager interface 作为控制器和轻量级接入点之间所有第 3 层通信的源 IP 地

址。AP-Manager 必须为一个唯一的 IP 地址，并应和 management interface 在同一

个子网上。  
 
Virtual gateway interface 是用来支持移动性管理， DHCP 中继，以及嵌入式 3 层的

安全（如客户的 Web 认证和 VPN 终结）。Virtual interface 必须配置为一个全网中

未分配和未使用的网关 IP 地址。如果有多个控制器被配置在一个移动组，虚拟的

接口的地址必须是相同的，这样所有控制器才能支持客户端无缝漫游。  
 
Service-port interface 映射了控制器上唯一的物理服务端口。该服务接口必须为一个

与 Management interface  和 AP-Manager interfaces 的 IP 地址在不同的子网的 IP 地

址。默认网关不能被分配到服务接口，但静态路由可以通过控制器的命令行界面定

义，以便远程网络可以访问服务端口。  
 
 



-------------------------------------------------------------------------------- 
注意：Service port 服务端口是用来同步 Supervisor 引擎和 WiSM 模块的。  
-------------------------------------------------------------------------------- 
 
每个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可支持多达 512 个 operator-defined interfaces 的接口 。
每个该接口还控制 VLAN 和其他的控制器与网络设备连接的物理端口之间的通

信。  
 
多达 16 个无线局域网（WLAN）可以配置在每个控制器上。无线局域网

（WLAN）是用于把 SSID 关联到指定的接口，并为其配置安全，服务质量，无线

电策略，及其他特定的无线局域网参数。 
 
图 1 显示了典型的物理端口和逻辑接口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思科统一无线网络架构的概念是移动组 。一个移动组由一组控制器组成，

无线设备可以无缝在一个移动组内漫游。移动组中的无线控制器内还一起协调为移

动组内的无线接入点动态进行的无线射频管理的计算。对于思科 WiSM ，无论是

WiSM-A 还是 WiSM-B 模块都应该属于相同的移动组，以实现 300 个接入点之间的

无缝漫游。每个的 Catalyst 6500 机箱支持 7 个思科 WiSM （高达 2100 接入点）模

块 。每个思科无线局域网控制器集群支持 24 组思科 WiSM 模块（高达 7200 接入

点） 。  
 
 



-------------------------------------------------------------------------------- 
注意：在没有任何其他服务模块安装的情况下 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机箱最多可

支持 7 个思科 WiSM 模块。如果一个或多个其它服务模块安装，机箱可以支持最

多为 4 个服务模块（ 包括 WiSM 模块） 。  
-------------------------------------------------------------------------------- 
 
 

配置规则  
当无线网络结构的逻辑网络图如图 1 所示，适用下列规则来配置思科 WiSM 模

块 。  
 
 

一般规则  
下列这些规则适用于一般性的配置：  
•  标记（tagged）和非标记（untagged）的 VLAN 接口支持任意组合。  
•  思科 WiSM 支持的唯一的 LWAPP 模式为第 3 层 LWAPP 模式。  
•  每个思科 WiSM 模块的单一无线接入点 manager interface 支持 150 个接入点。  
 

接口分配规则  
下列这些规则适用于 management interface：  
•  配置 management interface 为标记（tagged）或非标记（untagged）接口。  
•  把 management interface 和 AP manager interface 配置在同一个虚拟局域网/ IP 子

网内。  
 
下列这些规则适用于 AP manager interface：  
•  接口必须和 management interface 在同一 VLAN / IP 子网。  
 
下列这些规则适用于动态接口 dynamic interface： 
•  0 ， 1 ，或多个 dynamic interfaces 动态接口可以被配置在一个物理端口。  
•  所有物理端口上配置的动态接口必须在不同的 VLAN / IP 子网下。如果端口是非

标记（untagged）端口，所有动态的接口必须处于一个和物理端口上配置的任何其

他接口不同的 IP 子网。  
 

配置概述  
下面的配置程序是设置思科 WiSM 模块必须的：  
 
•  验证硬件和软件版本  
•  配置 Supervisor 720 模块和思科 WiSM 模块之间的联系 



•  配置思科 WiSM - A 或配置思科 WiSM-B  
 
验证硬件和软件  
在配置思科 WiSM 模块前，请确认正确的硬件和软件版本安装如下：  
 
•  Supervisor 720 模块  
•  思科 WiSM 模块  
•  Cisco Secure ACS  
•  思科无线控制系统（Cisco Wireless Control System）  
 
硬件组件  
在 Catalyst 6500 或思科的 7600 机箱中安装 WiSM 模块需要一个 Supervisor 720 模

块支持。支持思科 WiSM 的机箱插槽请见表 2 。  
 
 
表 2 插槽，支持思科 WiSM  
 

 
 
 
思科 WiSM 模块需要 254.94 瓦供电使其运作。确保您的 Catalyst 机箱可以提供必

要的电力。所有的 Catalyst 6500 机箱（除了 Catalyst 6503）需要风扇托盘 2 模块，

这就需要 2500 瓦的电源供应来使系统正常运行。2500 瓦电源供应使用 20 安培的

电路和 NEMA 插头。  
 
在开始设置之前，请确保 WiSM 模块被 Supervisor 模块检测到并且模块的 LED 指

示灯为绿色。如果 LED 状态不是绿色的，这可能是 Supervisor 模块由于没有采用

正确的软件版本而侦测不到思科 WiSM 模块，又或者检测到 WiSM 模块的硬件问

题。下面是 show module 命令的输出显示结果，思科 WiSM 模块是安装在机箱的第

3 个插槽。  
 
Sup720#sh mod 
Mod  Ports     Card Type                                           Model                     Serial No. 
--- ----- -------------------------------------- ------------------ ----------- 
  3     10      WiSM WLAN Service Module     WS-SVC-WiSM-1-K9   SAD100604C4 
  4     48      48-port 10/100 mb RJ45                 WS-X6148-45AF           SAL08154UT3 



  5      2       Supervisor Engine 720 (Active)      WS-SUP720-3BXL       SAL0913827E 
 
Mod                MAC addresses                       Hw       Fw           Sw                           Status 
--- ---------------------------------- ------ ------------ ------------ ------- 
  3      0016.4625.c838 to 0016.4625.c847   1.2   12.2(14r)S5  12.2(18)SXF2               Ok 
  4      0011.206d.7ef0 to 0011.206d.7f1f     1.0   5.4(2)            8.5(0.46)RFW               Ok 
  5      0013.7f0d.114c to 0013.7f0d.114f     4.3   8.1(3)            12.2(18)SXF2               Ok 
 
Mod           Sub-Module                            Model                                     Serial          Hw    Status  
---- --------------------------- ------------------ ----------- ------- ------- 
  3      Centralized Forwarding Card   WS-SVC-WISM-1-K9-D   SAD100605LG    1.2    Ok 
  4      IEEE Voice Daughter Card      WS-F6K-FE48-AF             SAD082007YH    1.1    Ok 
  5      Policy Feature Card 3               WS-F6K-PFC3BXL           SAL091597AS     1.6    Ok 
  5      MSFC3 Daughterboard             WS-SUP720                       SAL09158X9K    2.3    Ok 
 
Mod    Online Diag Status  
---- ------------------- 
3              Pass 
4              Pass  
5              Pass 
 
 
软件组件  
思科 WiSM 模块要求的最低软件版本为表 3 所列 ：  
 
表 3 软件组件  
 

 
 
-------------------------------------------------------------------------------- 
 
注意：思科 7609 和 7613 系列路由器只有在运行思科 IOS 版本 12.2 （ 18 ） SXF5
或更高版本时才能支持思科 WiSM 模块。 
-------------------------------------------------------------------------------- 
 

拓扑举例  
 
图 2 显示的拓扑是本文配置的基础。  
 
图 2 拓扑举例  
 



 
 
 
在配置例子中，思科 WiSM 是安装在 Catalyst6506 机箱的第 3 个插槽。两个无线局

域网（WLAN）被配置：一个采用开放式身份验证（ SSID 为“open” ） ，另一

个采用 EAP 身份验证（ SSID 的“secure” ）。创建动态接口分别对应开放 SSID
和 EAP SSID ，并映射到适当的 VLAN 。对于开放的 SSID，对应的是 VLAN 20；
对于 EAP SSID，对应的是 VLAN 30。Management 和 AP-Manager interfaces 接口

被配置为使用 VLAN 40。所有网络服务 (AAA, DHCP， 和 DNS) 被配置为使用

VLAN 1。WCS 服务器也被配置在 VLAN 1。  
 

配置 Supervisor 720 和思科 WiSM 之间的联系 
 
如果您所使用的软件版本在 12.2.18SXF2 和 12.2.18SXF5 之间，在思科 WiSM 模块

被 Supervisor 模块检测到后，8 个千兆接口（从 Gig3/1 到 Gig3/8）被创建。在本配

置案例中，思科 WiSM 模块安装在插槽 3 。请见“配置 Supervisor 720 和思科

WiSM 之间的联系，使用 12.2.18SXF2 到 12.2.18SXF5 软件版本”部分的描述。 
 
如果您使用的软件版本是 12.2.18SXF6 ，您将无法配置千兆接口。请见“配置 
Supervisor 720 和思科 WiSM 之间的联系，使用 12.2.18SXF6 软件版本”部分的描

述。 
 

配置 Supervisor 720 和思科 WiSM 之间的联系，使用 12.2.18SXF2
到 12.2.18SXF5 软件版本 
 
! – 创建通信 vlan 供 Supervisor 720 和思科 WiSM 模块上的 Management 以及 Ap-manager 通信 



 
Sup720(config)# vlan 40 
Sup720(config)# description Management VLAN for WiSM 
 
! – 为 VLAN 40 分配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Sup720(config)# interface Vlan40 
Sup720(config-if)# ip address 40.1.1.1 255.255.0.0 
Sup720(config-if)# no shutdown 
Sup720(config-if)# exit 
 
! – 为 WiSM 模块的两个独立控制器分别创建两个 port-channel 接口，并将 vlan 40指定为 native 接
口 
 
Sup720(config)# interface Port-channel 1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trunk 
Sup720(config-if)# mls qos trust dscp 
Sup720(config-if)# spanning-tree portfast 
Sup720(config)# interface Port-channel 2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trunk 
Sup720(config-if)# mls qos trust dscp 
Sup720(config-if)# spanning-tree portfast 
 
! – 配置下列千兆接口为 trunk 接口，并指定 vlan 40 为 native vlan  (请确认 WiSM 模块上的 native 
vlan 没有打标记- tagged) 
 
千兆接口 Gi3/1 至 Gi3/4 对应 WiSM 模块上的第一个控制器，这些端口属于 port-channel 组一。  
 
Sup720(config)#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3/1-4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trunk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up720(config-if)# spanning-tree portfast 
Sup720(config-if)# channel-group 1 mode on 
Sup720(config-if)# no shutdown 
Sup720(config-if)# exit 
 
同样的，千兆接口 Gi3/5 至 Gi3/8 对应 WiSM 模块上的第二个控制器，这些端口属于 port-channel 组
二。  
 
Sup720(config)#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3/5-8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trunk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up720(config-if)# spanning-tree portfast 
Sup720(config-if)# channel-group 2 mode on 
Sup720(config-if)# no shutdown 



Sup720(config-if)# exit 
 
! – 在 Supervisor 720 模块上创建 vlan，这个 vlan  对于整个机箱只有本地意义，他用于 Cisco WiSM 
模块上的 service-port 端口和 Catalyst Supervisor 720 模块上的千兆接口之间的通信。 
 
Sup720(config)# vlan 192 
 
! – 为 VLAN 192分配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Sup720(config)# interface Vlan 192 
Sup720(config-if)# ip address 192.168.10.1 255.255.255.0 
Sup720(config-if)# no shutdown 
Sup720(config-if)# exit 
 
为 WiSM 的 service port 端口在 Supervisor 720 模块上创建一个独立的 DHCP 作用域，然后将上述

vlan 关联到 service port 端口。  
 
Sup720(config)# ip dhcp pool wism-service-port 
Sup720(dhcp-config)#network 192.168.10.0 255.255.255.0 
Sup720(dhcp-config)#default-router 192.168.10.1 
 
! – 配置下列命令关联 vlan 192 和 service-port 端口 
Sup720(config)# wism service-vlan 192 
 
使用 show wism status 命令验证 WiSM 从 DHCP 获得了 IP 地址。  
 
Sup720#sh wism status  
Service Vlan : 192, Service IP Subnet : 192.168.10.1/255.255.255.0 
      WLAN 
Slot  Controller  Service IP       Management IP       SW Version  Status 
----+-----------+----------------+--------------------------+-----------+--------------- 
3  1 192.168.10.3 169.254.1.1        3.2.63.0   Oper-Up 
3   2  192.168.10.4 169.254.1.1        3.2.63.0   Oper-Up 
Sup720# 
 
 

配置 Supervisor 720 和思科 WiSM 之间的联系，使用 12.2.18SXF6
软件版本 
 
-------------------------------------------------------------------------------- 
注意：下列配置方法中用于 SXF2 – 5 版本的仍然和 SXF6 和更高版本有关。新配

置方法的目的是简化配置任务，并减少由于手动配置产生的错误。  
-------------------------------------------------------------------------------- 
 
-------------------------------------------------------------------------------- 
注意：通过自动的配置过程，配置手段不如手工配置接口和 port channels 灵活。继

续使用手工来配置 LAG 将改变千兆接口的配置。  
-------------------------------------------------------------------------------- 
 



-------------------------------------------------------------------------------- 
注意：使用自动配置可能会限制进行必要的网络改变的能力，并且可能需要您禁

用，重新配置，并重新启用您的无线网络（WLAN）。  
-------------------------------------------------------------------------------- 
 
! --创建通信 vlan 供 Supervisor 720 和思科 WiSM 模块上的 Management 以及 Ap-manager 通信 
 
Sup720(config)# vlan 40 
Sup720(config)# description Management VLAN for WiSM 
 
! --为 VLAN 40 分配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Sup720(config-if)# interface Vlan40 
Sup720(config-if)# description Management VLAN for WiSM 
Sup720(config-if)# ip address 40.1.1.1 255.255.0.0 
Sup720(config-if)# no shutdown 
Sup720(config-if)# exit 
 
Supervisor 模块自动创建两组 port-channel 接口对应 WiSM 模块上的两个独立的无线控制器。通常

使用接口号 287 和 288。 
 
Sup720#sh ip int brief| inc Port 
Port-channel1287   unassigned   YES   unset   administratively   down   down 
Port-channel1288   unassigned   YES   unset   administratively   down   down 
 

下列命令用于配置 port-channel 接口和接口上的允许的VLAN，包括native vlan。在下面的例子里

VLAN 40 作为 native vlan添加。 
 
注意 请确认WiSM模块上的 native vlan 没有打标记- tagged 
 
Sup720(config)#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1 ? 
allowed-vlan 
native-vlan 
Sup720(config)#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1 native-vlan 40 
Sup720(config)#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2 native-vlan 40 

 
千兆接口 Gi3/1 至 Gi3/4 对应 WiSM 模块上的第一个控制器，这些端口自动被分配到 channel group 
287。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1-4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nonegotiate 
no ip address 
no snmp trap link-status 
mls qos trust cos 
no cdp enable 
channel-group 287 mode on 
end 

 
同样的，千兆接口 Gi3/5 至 Gi3/8 对应WiSM模块上的第二个控制器，这些端口自动被分配到

channel group 288。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5-8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port nonegotiate 
no ip address 



no snmp trap link-status 
mls qos trust cos 
no cdp enable 
channel-group 288 mode on 
end 

 
此外，思科建议通过下面的命令来限制在思科WiSM port-channel 和千兆接口上允许的VLAN。下面

的例子中， VLAN30创建在思科WiSM上并映射到“secure”SSID 。 
 
Sup720(config)#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1 allowed-vlan 30,40 
Sup720(config)# wism module 3 controller 2 allowed-vlan 30,40 
 

! -在 Supervisor 720 模块上创建 vlan，这个 vlan  对于整个机箱只有本地意义，他用于 Cisco WiSM 
模块上的 service-port 端口和 Catalyst Supervisor 720 模块上的千兆接口之间的通信。 
 
Sup720(config)# vlan 192 
 
! --为 VLAN 192 分配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Sup720(config)# interface Vlan 192 
Sup720(config-if)# ip address 192.168.10.1 255.255.255.0 
Sup720(config-if)# no shutdown 
Sup720(config-if)# exit 
 
为 WiSM 的 service port 端口在 Supervisor 720 模块上创建一个独立的 DHCP 作用域，然后将上述

vlan 关联到 service port 端口。  
 
Sup720(config)# ip dhcp pool wism-service-port 
Sup720(dhcp-config)#network 192.168.10.1 255.255.255.0 
Sup720(dhcp-config)#default-router 192.168.10.1 
 
! --配置下列命令关联 vlan 192 和 service-port 端口 
 
Sup720(config)# wism service-vlan 192 
 
使用 show wism status 命令验证 WiSM 从 DHCP 获得了 IP 地址。  
 
Sup720#show wism status 
Service Vlan : 192, Service IP Subnet 192.168.10.1/255.255.255.0 
WLAN 
Slot  Controller       Service IP     Management IP SW Version     Status 
----+--------------+----------------+--------------------+------------+-------------- 
3             1           192.168.10.3           0.0.0.0             4.0.155.5   
Service Port   Up    
3             2           192.168.10.4           0.0.0.0             4.0.155.5 
 
Sup720#show wism mod 3 controller 2 status 
 
WiSM Controller 2 in Slot 3 
Operational Status of the Controller     : Oper-Up 
Service VLAN                                      : 192 
Service Port                                           : 10 
Service Port Mac Address                     : 0011.92ff.8742 
Service IP Address                                : 192.168.10.4 
Management IP Address                       : 40.1.3.15 
Software Version                                  : 4.0.155.5 
Port Channel Number                           : 288 



Allowed vlan list                                   : 30,40 
Native VLAN ID                                  : 40 
WCP Keep Alive Missed                      : 0 
 

配置思科 WiSM-A  
初始配置思科 WiSM 控制器需要从 Supervisor 发起一个连接线程。当思科 WiSM
控制器插入到适当的槽位并加电启动。在管理员建立了一个与思科 WiSM 的连接

线程后，基本配置将在安装脚本的帮助下完成。在完成基本配置后，管理员可以通

过控制台 CLI 或通过思科 WiSM 控制器的 web 界面继续配置思科 WiSM 控制器。

管理员需要在思科 WiSM 模块上分别配置 WiSM - A 和 WiSM-B，开始时使用

CLI ，然后再从 Web 界面继续配置。请参照配置思科 WiSM - B 的步骤配置

WiSM-B 。  
 
通过安装脚本可以配置：系统的名字，思科 WiSM 控制器管理用户的凭据，

management, AP manager, virtual interfaces 接口，移动组名称，一个初始的 SSID，

RADIUS 服务器，和其他选项的配置。 对于 management interface，采用不打标签

（untagged）的 VLAN 设置，因为它对应于本地的交换机 trunk 端口的 native 
VLAN。对于思科 WiSM 控制器，非标记的 VLAN 分配的 VLAN 数为 0 ，这可能

和交换机端口上配置的 VLAN 数不一样。在我们的例子中，native VLAN 的 VLAN
号是 40，但思科 WiSM 控制器上 management interface 是分配的 VLAN 号 0 。在我

们的例子中，其他选项的默认值为接受。  
 
由 Supervisor 访问思科 WiSM 的 session 命令的语法如下：  
 
Sup720t# session slot <Module # > processor < Proc #> 
 
在这个例子中，模块是安装在插槽 3 ，处理器一首先配置（例如， WiSM-A） 。  
 
Sup720# sess slot 3 proc 1 
 
默认的推出字符是按 Ctrl - ^然后 x  
 
您也可以在远端提示符状态下输入 exit 结束会话。  
 
Trying 192.168.10.3 ... Open 
(WiSM-slot3-1) 
Welcome to the Cisco Wizard Configuration Tool 
Use the '-' character to backup 
System Name [Cisco_ff:87:23]: 
Enter Administrative User Name (24 characters max): admin 
Enter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24 characters max): ***** 
Service Interface IP Address Configuration [none][DHCP]: dhcp 
Management Interface IP Address: 40.1.3.10 
Management Interface Netmask: 255.255.0.0 
Management Interface Default Router: 40.1.1.1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 Identifier (0 = untagged): 
Management Interface DHCP Server IP Address: 10.1.1.12 



AP Transport Mode [layer2][LAYER3]: layer3 
AP Manager Interface IP Address: 40.1.3.2 
AP-Manager is on Management subnet, using same values 
AP Manager Interface DHCP Server (10.1.1.12): 
Virtual Gateway IP Address: 1.1.1.1 
Mobility/RF Group Name: mobile-1 
Network Name (SSID): secure-1 
Allow Static IP Addresses [YES][no]: no 
Configure a RADIUS Server now? [YES][no]: yes 
Enter the RADIUS Server's Address: 10.1.1.12 
Enter the RADIUS Server's Port [1812]: 
Enter the RADIUS Server's Secret: cisco 
Enter Country Code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countries) [US]: 
Enable 802.11b Network [YES][no]: YES 
Enable 802.11a Network [YES][no]: YES 
Enable 802.11g Network [YES][no]: YES 
Enable Auto-RF [YES][no]: 
Configuration saved! 
 
下面的命令用来验证思科 WiSM 上述所有接口的状态。  
 
(WiSM-slot3-1) >show interface summary 
Interface Name   Port Vlan Id   IP Address   Type    Ap Mgr 
__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    ______ 
ap-manager       LAG  untagged  40.1.3.2     Static   Yes 
management       LAG  untagged  40.1.3.10    Static    No 
service-port     N/A    N/A     192.168.10.3 Static    No 
virtual          N/A    N/A     1.1.1.1      Static    No 
 
在思科 WiSM 上执行了上述配置后，在 Supervisor 720 模块执行下面的命令核实控

制器的状态。  
 
Sup720#show wism status 
Service Vlan : 192, Service IP Subnet : 192.168.10.1/255.255.255.0 
WLAN  
Slot Controller     Service IP     Management IP    SW Version Status 
----+-----------+----------------+----------------+-----------+-------- 
3         1      192.168.10.3     40.1.3.10          3.2.63.0  Oper-Up 
3         2      192.168.10.4     169.254.1.1        3.2.63.0  Oper-Up 
 
Sup720#show wism mod 3 cont 1 status 
WiSM Controller 1 in Slot 3 
Operational Status of the Controller : Oper-Up 
Service VLAN                         : 192 
Service Port                         : 9 
Service Port Mac Address             : 0011.92ff.8722 
Service IP Address                   : 192.168.10.3 
Management IP Address                : 40.1.3.10 
Software Version                     : 3.2.63.0 
WCP Keep Alive Missed                :0 
 
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通过 web 接口对思科 WiSM 进行所有的配置了。通过 IE 浏览

器打开控制器 web 界面，并指向它的 management interface 的 IP 地址。只有

HTTPS 的预设是默认开启的。网址网址是： https://<management_IP> 。  
 
-------------------------------------------------------------------------------- 
 



第 1 步  通过控制器 web 接口为 VLAN 20 和 VLAN 30 创建 dynamic interfaces 动态

的接口。 转到 Controller > Interfaces，然后单击新建（New）按钮（见图 3 ） 。  
 
图 3 Controller > Interfaces  
 

 
 
 
输入接口名称和 VLAN 标记。单击应用 。 图 4 表明配置 VLAN 30 接口。  
 
图 4 输入一个接口名称和 VLAN 标记  
 

 
 
第 2 步  在下面的配置界面中输入适当的信息并单击应用 （见图 5 ） 。主要 DHCP
服务器的参数是强制性的。  
 
图 5 Controller > Interfaces > Edit  
 



 
 
在每个 dynamic interface 的配置界面重复这一过程。  
 
导航到 WLANs > WLANs > WLANs interface 来配置无线局域网。通过安装脚本设

置的 secure-1 应被列出（见图 6 ） 。 The WLAN is by default mapped to the and is 
moved to the VLAN 30 interface in the example.无线局域网默认映射到 management 
interface，该接口在例子中对应到 VLAN 30。  
 
第 3 步  选择 Edit 链接（见图 6 ） 。  
 
图 6 选择 Edit  
 

 
 
第 4 步  更改接口名称参数到适当的 VLAN 。其它安全参数，如适当的 RADIUS 服

务器和加密设置还必须配置好。在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 （见图 7 ） 。  
 
图 7 完成配置  
 



 
 
第 5 步  添加一个开放认证的 SSID 对应的无线局域网，并通过点击完成适当形式

的配置。  
 

配置思科 WiSM-B  
从 Supervisor 建立会话到思科 WiSM – B 并使用的初始配置脚本来配置控制器。  
 
Sup720# sess slot 3 proc 2 
 
默认的推出字符是按 Ctrl - ^然后 x。 
 
您也可以在远端提示符状态下输入 exit 结束会话。  
 
Trying 192.168.10.4... Open 
(WiSM-slot3-2) 
Welcome to the Cisco Wizard Configuration Tool 
Use the '-' character to backup 
System Name [Cisco_0f:f5:a3]: 
Enter Administrative User Name (24 characters max): admin 
Enter Administrative Password (24 characters max): ***** 
Service Interface IP Address Configuration [none][DHCP]: dhcp 
Management Interface IP Address: 40.1.3.15 
Management Interface Netmask: 255.255.0.0 
Management Interface Default Router: 40.1.1.1 
Management Interface VLAN Identifier (0 = untagged): 0 
Management Interface Port Num [1 to 4]: 1 
Management Interface DHCP Server IP Address: 10.1.1.12 
AP Transport Mode [layer2][LAYER3]: layer3 
AP Manager Interface IP Address: 40.1.3.16 



AP-Manager is on Management subnet, using same values 
AP Manager Interface DHCP Server (10.1.1.12): 
Virtual Gateway IP Address: 1.1.1.1 
Mobility/RF Group Name: mobile-1 
Network Name (SSID): secure-1 
Allow Static IP Addresses [YES][no]: no 
Configure a RADIUS Server now? [YES][no]: yes 
Enter the RADIUS Server's Address: 10.1.1.12 
Enter the RADIUS Server's Port [1812]: 
Enter the RADIUS Server's Secret: cisco 
Enter Country Code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countries) [US]: 
Enable 802.11b Network [YES][no]: 
Enable 802.11a Network [YES][no]: 
Enable 802.11g Network [YES][no]: 
Enable Auto-RF [YES][no]: 
Configuration saved! 
Resetting system with new configuration... 
 
Sup720#show wism status 
Service Vlan : 192, Service IP Subnet : 192.168.10.1/255.255.255.0 
WLAN 
Slot Controller     Service IP      Management IP   SW Version Status 
----+-----------+----------------+----------------+-----------+-------- 
3        1        192.168.10.3       40.1.3.10        3.2.63.0 Oper-Up 
3        2        192.168.10.4       40.1.3.15        3.2.63.0 Oper-Up 
 
  

配置基于 RADIUS 服务器的 WPA/WPA-2 认证  
 
思科 WiSM 必须为请求 AAA 认证的客户配置定义 RADUIS 服务器，这使得思科

WiSM 可以从 RADIUS 数据库验证客户端凭据。利用思科 Secure ACS 的 RADIUS
服务器，选择网络设置 ，定义思科 WiSM 的 management interface 的 IP 地址，和

共享的 RADIUS 密钥，并指定 RADIUS (Cisco Aironet) 作为身份验证的类型（如图

8） 。  
 
图 8 指定验证类型  
 



 
 
确保第二控制器也作为一个单独的 NAS 被加入到 ACS 服务器。  
 
在 ACS 的服务器中创建一些用户进行初步测试，如图 9 所示。要配置思科 Secure 
ACS 的服务器，以使所有身份验证请求转发到域控制器或其他外部数据库，请参

阅其它思科配置指南。  
 
图 9 在 ACS 中创建用户  
 



 
 

配置无线接入点所在的网络基础设施  
 
为使接入点注册到控制器，把接入点和思科 WiSM 的 management interface 放在同

一个网络，在本例中为 VLAN 的 40 。以下例子显示了如何配置一个连接了接入点

的交换机端口。  
 
Sup720(config)# interface FastEthernet6/5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Sup720(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40 
Sup720(config-if)# exit 
 
在 DHCP 服务器上创建必要的作用域，使接入点在与思科 WiSM 注册前可获取一

个 IP 地址。同样，在 DHCP 服务器上创建必要的作用域为通过 AAA 服务器验证

的客户端获取 IP 地址。图 10 显示了 VLAN 40 （接入点使用）和 VLAN 30 （无线

客户端所使用）的作用域 。  
 
图 10 创建一个 DHCP 的作用域 



 

 
 
在接入点从 DHCP 服务器获得一个 IP 地址后，它开始尝试发现思科 WiSM 并进行

注册。为了验证接入点已经注册到思科 WiSM ，在思科 WiSM 上运行 show ap 
summary 命令。  
 
(WiSM-slot3-1) > show ap sum 
AP Name    Slots AP Model   Ethernet MAC       Location        Port 
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 
AP1-cc:50    2    AP1030  00:0b:85:23:cc:50  default_location   29 
ap:01:88:e0  2    AP-1200 00:0b:85:01:88:e0  pod3               29 
 
查看接入点详细的配置，输入 show ap config general <AP name>命令。 
  
(WiSM-slot3-1) > show ap config general AP1-cc:50 
Cisco AP Identifier.............................. 5 
Cisco AP Name.................................... AP1-cc:50 
AP Regulatory Domain............................. 80211bg: -A 80211a: -A 
Switch Port Number .............................. 29 
MAC Address...................................... 00:0b:85:23:cc:50 
IP Address Configuration......................... DHCP 
IP Address....................................... 40.1.0.14 
IP NetMask....................................... 255.255.0.0 
Gateway IP Addr.................................. 40.1.1.1 
Cisco AP Location................................ default_location 
Cisco AP Group Name.............................. 
Primary Cisco Switch............................. 
Secondary Cisco Switch........................... 
Tertiary Cisco Switch............................ 
Administrative State ............................ ADMIN_DISABLED 
Operation State ................................. REGISTERED 



Mirroring Mode .................................. Disabled 
AP Mode ......................................... Local 
Remote AP Debug ................................. Disabled 
S/W Version .................................... 3.2.63.0 
Boot Version ................................... 2.1.78.0 
Mini IOS Version ......--More-- or (q)uit 
.......................... -- 
Stats Reporting Period .......................... 180 
LED State........................................ Enabled 
ILP Pre Standard Switch.......................... Disabled 
ILP Power Injector............................... Disabled 
Number Of Slots.................................. 2 
AP Model......................................... AP1030 
AP Serial Number................................. WCN0916004Q 
AP Certificate Type.............................. Manufacture Installed 
 

配置 WCS 并添加思科 WiSM 进行管理  
 
WCS 是用来管理 WLC 设备，并提供先进的管理工具，如无线覆盖显示和基于位

置的服务的网络管理软件。WCS 使用 SNMP 管理 WLC 装置，所以 WLC 设备需要

有正确的 SNMP 配置。  
 
-------------------------------------------------------------------------------- 
 
第 1 步  使用 URL 网址 https://<wcs-ip-address>打开 WCS Web 界面。  
 
在这个例子中，使用了 SNMPv2。通过 web 界面配置思科 WiSM SNMPv2 请到

Management > SNMP > Communities 界面下。WiSM 默认的只读 community 是
public，默认的读写 community 是 private （见图 11 ） 。  
 
第 2 步  添加新的或修改已有的 communities。在这个例子中，使用默认值。  
 
图 11 添加或修改 Communities  
 

 
 
第 3 步  通过 WCS 界面 Configure > Controllers 添加思科 WiSMs 到 WCS 中。从右

边下拉框的选择项中添加控制器，然后单击 Go （见图 12 ） 。  
 
图 12 添加控制器  
 



 
 
第 4 步  输入 WiSM- A 的 management interface 的 IP 地址并配置适当的 SNMP 参

数。单击确定，WCS 就应找到思科 WiSM。如果 WCS 找不到思科 WiSM ，请验

证从 WCS 到  WLC 的 IP 可达性以及 SNMP  community 配置的正确性（见图

13 ） 。  
 
图 13 验证 IP 可达  
 

 
 
第 5 步  在第一控制器被 WCS 发现后，其余在机箱中的控制器在 WCP 协议的帮助

下被 WCS 检测到（见图 14 ） 。  
 
图 14 的 WCS 检测控制器  
 



 
 
第 6 步  选择控制器添加到 WCS 软件（见图 15 ） 。  
 
图 15 选择控制器添加  
 

 
 
第 7 步  在控制器成功的加入 WCS 软件后，单击控制器 IP 地址可以看到控制器详

情（见图 16 ） 。  
 
图 16 控制器详情  
 



 
 
第 8 步  导入楼层平面图并放置接入点到图上（见图 17 ）。对于导入平面图的详细

信息请参考 WCS 配置指南。  
 
图 17 导入平面图  
 

 
 
第 9 步  选择接入点并放置在楼层平面图上（见图 18 ） 。  
 
图 18 放置接入点到楼层平面图  



 

 
 
第 10 步  当接入点可用于放置，拖放它们到平面图上的适当位置。  
 
第 11 步  储存接入点的位置。在图 19 你可以看到接入点的覆盖区域。  
 
图 19 接入点覆盖区域  
 

 
 
 

集成思科 WiSM 和防火墙服务模块  
 



本节包括以下主题：  
•  防火墙服务模块概况  
•  FWSM 如何工作  
•  防火墙和 Cisco WiSM 实施时的配置 
 

防火墙服务模块概况  
 
防火墙服务模块（ FWSM ）是一种性能可高达 5 Gbps 的高性能，高速的防火墙。

它占用一个单一的 Catalyst 6500 插槽并使用 VLAN 通过背板与主机接口。  
 
FWSM 支持最多 250 个逻辑（虚拟局域网）接口。FWSM 使用 VLAN 接口作为其

进出点提供网络服务。它使用接口的架构和思科 PIX 防火墙是一样的。每个接口

指定一个从 0 到 100 的安全级别，而最低的安全级别为 0 ，最高安全级别为 100 。
默认情况下， FWSM 有内部和外部的 VLAN 接口。  
 
内部接口分配安全级别为 100 ，外部接口指定的安全级别为 0 。建立在 FWSM 上

的其他逻辑接口，管理员可以任意指定一个适当的安全级别。这些接口通常称为非

军事区（ DMZ ）接口。该定义安全级别分配到某一个特定的接口是基于所在组织

或机构的安全政策来定义的。  
 

FWSM 如何工作  
 
FWSM 架构的主要特点是基于自适应安全算法（Adaptive Security Algorithm - 
ASA ）的。ASA 算法建立了一些基本规则，决定了 FWSM 如何工作。这些规则包

括以下内容：  
 
•  只有先建立许可 ACL，数据流才能从一个接口到其他任何接口。  
•  具有相同的安全级别的接口之间不允许数据通过 
•  无连接和无状态的情况下，数据包不可以穿过防火墙 
•  如果允许的访问控制列表定义，出站（Outbound）连接才被允许，  
•  如果允许的访问控制列表定义，动态或静态翻译的入站（Inbound）连接才被允

许。为了访问高安全性网络中的服务器，使用静态的命令。  
•  TCP 序列号码对于内部主机是随机的。 
•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 ）修正（FIXUP）和 TCP 拦截功能只适用于在高安

全性网络中的服务器上。  
 
防火墙执行以下三个层次的处理（见图 20 ） ：  
•  PC complex  
•  Slow path  
•  Fast path  



 
图 20 防火墙的处理层次  
 

 
 
PC complex 主要负责任何 L7 的处理和相关的管理任务，例如：  
•  远程登录（Telnet）到 FWSM  
•  SSH 到 FWSM  
•  处理 SNMP  
•  OSPF 协议路由处理  
•  网址（URL）日志记录  
•  生成 syslog 消息  
•  TFTP 配置  
 
Slow path 和 Fast path 路径处理是由 FWSM 上的网络处理器完成的。Slow path 路径

处理包括：ACL 路径查找， TCP 拦截，线程管理，端口地址翻译等等。Fast path
处理用于支持多媒体协议，如 H.323 协议，实时流协议（ RTSP ） ，会话发起协

议（ SIP ） 等等，执行网络地址转换（ NAT ），DNS guard 保护，数据包分段和

虚拟组装，线程鉴别等任务。  
 
对于一般的数据包处理，数据包经过的 Catalyst 6500 交换机背板到服务模板并执行

fast path 快速通道处理。如果 fast path 快速通道无法处理，它将数据包提交 slow 
path 处理，如果 slow path 也无法处理数据包，继续提交到 PC complex 处理。  
 

防火墙和 Cisco WiSM 实施时的配置 
 
前几节中描述的配置思科 WiSM 的部分可以作为以下 FWSM 集成的配置依据。 图
21 显示了本配置的拓扑结构。  
 
图 21 拓扑  
 



 
 
配置 FWSM 始于正确安装模块。 FWSM 模块可以安装在任何现有的 Catalyst 6500
机箱型号中的任何线路卡插槽。从 show module 命令的输出显示结果可以看到正确

安装的模块的状态。  
 
Sup720#sh mod 
Mod Ports  Card Type                        Model Serial     No. 
--- ----- ------------------------------ ------------------ ----------- 
3    10   WiSM WLAN Service Module       WS-SVC-WISM-1-K9   SAD092504J8 
4    48   48-port 10/100 mb RJ45         WS-X6148-45AF      SAL08154UT3 
5    2    Supervisor Engine 720 (Active) WS-SUP720-3BXL     SAL0913827E 
6    6    Firewall Module                WS-SVC-FWM-1       SAD090100D9 
 
从命令行输出您可以看到， FWSM 是安装在插槽 6 ，有 6 个物理端口。在这里提

到的六个物理端口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外部端口，而是该模块与背板之间的逻辑连

接。事实上，这些端口实际连接着底板和子卡。  
 
在整合 FWSM 与思科 WiSM 服务模块之前，配置下列先决条件：  
 
•  配置控制器的 management interface。  
•  配置控制器的 AP-manager interfaces。  
•  配置 AP-manager 和 management interface 在同样的 VLAN 里。在 MSFC 上创建

一个 SVI 接口作为这个 VLAN 的默认网关。  
•  接入点可以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它可以和 DHCP 服务器在同一网络或

者跨越三层网络，这时需要使用 ip helper-address 的 CLI 命令。  
 
接入点从 DHCP 服务器获得 IP 地址后将同控制器关联。 show ap summary 命令将

列出这些注册到控制器的 LWAPP 设备。  
 



配置行动的第一步是分配 VLAN 到 FWSM 。这些 VLAN 是作为 FWSM 防火墙与

网络进行基本接口所使用的。在下面的例子中虚拟局域网的配置使用 VLAN 命

令：  
 
Cat6506(config)#vlan 30 
Cat6506(config-vlan)#vlan 200 
 
第一个 VLAN 命令导致 CLI 进入 VLAN 的配置模式，这时命令行提示符为 config-
vlan。使用此命令并不和第二个 VLAN 配置命令矛盾。  
 
在建立虚拟局域网后，则必须使用 firewall vlan-group 命令指定（或约束）给

FWSM。  
 
Cat6506(config)#firewall vlan-group 1 30,200 
 
使用此命令配置防火墙的 VLAN 组。在这个例子中，它指定 VLAN 30，200 到指

定的 VLAN 组并关联到防火墙组（ 1 ）。这个防火墙组现在被关联到 FWSM 如

下：  
 
Cat6506(config)#firewall module 6 vlan-group 1 
 
上述命令将先前创建的防火墙 VLAN 组（防火墙组 1 ）与在插槽 6 的 FWSM 模块

关联。  
 
此时，配置是在 Catalyst 6500 交换机的 CLI 上完成的。下面将使用 FWSM CLI 来
执行随后的配置设置并遵循 FWSM 的相关策略。管理员必须使用以下命令建立一

个远程会话到 FWSM：  
 
Cat6506# session slot 6 processor 1 
User Access Verification 
Password: 
Type help or '?' for a list of available commands. 
FWSM> 
 
Session 命令表明您要建立一个远程会话到该模块。 processor number 应保持为 1 。
这个阶段，您可以设定 FWSM 上的安全政策。  
 
当进入防火墙配置界面内，配置防火墙使用的 VLAN 以及他们的 IP 地址。配置语

句如下：  
 
FWSM> enable 
Password: 
FWSM# conf t 
FWSM(config)# nameif vlan30 outside security0 
FWSM(config)# nameif vlan200 inside security100 
 



当您第一次进入 FWSM 的 enable 模式（提示符为 FWSM ＃） ，enable 密码是没有

设置的。您必须按 Enter 键进入 enable 模式。您应该设置密码，以便更好地限制访

问该业务模式。  
 
首先，使用 nameif 命令来定义 VLAN 的接口。每个 VLAN 定义确定的名称（在本

例子中， 为 inside 和 outside）和指定安全的级别。安全级别被分配一个从 0 到 100
的值，其中 0 是最不安全，100 是最安全的。这些值是任意的，管理员可以设置为

任何值。下一步，指定新创建的接口的 IP 地址如下：  
 
FWSM(config)#ip address outside 10.1.30.10 255.255.255.0 
FWSM(config)#ip address inside 200.1.1.1 255.255.255.0 
 
一些附加的命令是可选的，但是对于 FWSM 的管理都是有利的。这些命令之一是

打开 ping 。默认情况下， FWSM 在任何接口上都不响应 ping。如果需要 ping 通

FWSM 的外部或内部接口，您必须启用它。例如，您可以打开 FWSM 内部接口

（或外部接口）的 ping 答复功能：  
 
FWSM(config)#icmp permit any inside 
FWSM(config)#icmp permit any outside 
 
使用访问控制列表在防火墙上创建策略。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要允许流量从

200.1.1.0 （防火墙内）到 10.1.30.0 （无线客户端），配置如下：  
 
FWSM(config)#access-list 101 extended permit tcp 200.1.1.0 255.255.255.0 10.1.30.0 
255.255.255.0 
 
在 Cisco IOS 软件中，一个隐含的 “deny all”会出现在访问列表的最后。然后，

您必须应用访问控制列表到 outside 接口：  
 
FWSM(config)#access-group 101 in interface inside 
 
流量从无线网络回到内网：  
 
FWSM(config)#access-list 102 extended permit tcp 10.1.30.0 255.255.255.0 200.1.1.0 
255.255.255.0 
 
现在，创建一个 VRF 实例如下。这是配置 VRF 隧道接口的第一步。  
 
c6506(config)#ip vrf wism-fwsm 
c6506(config-vrf)#rd 1:100 
c6506(config-vrf)#route-target export 1:100 
c6506(config-vrf)#route-target import 1:100 
 
上述这一组命令执行后，一个叫做 wism-fwsm 的 VRF 实例被创建。路由描述

（RD） 1:100 被添加到转发表项中的每个 IPv4 的前 。这些 RDs 将前 和 VRF
实例关联。  



 
下一步，应用 VRF 到 VLAN 的接口：  
 
c6506#conf t 
 
输入配置命令，每行一个，并以 CNTL/Z 结尾 
 
c6506(config)#interface vlan 30 
c6506(config)#ip vrf forwarding wism-fwsm 
% Interface Vlan30 IP address 10.1.30.1 removed due to disabling VRF 
wism-fwsm 
 
当应用 VRF 到 VLAN 接口，IP 地址被删除。进行下一个步骤前，添加之前的 IP
地址到接口。  
 
VLAN 接口 201 也必须加入到同一 VRF ，这样隧道接口也可以看到 VLAN 201 在

其路由表中，从而把数据转发到 FWSM 。  
 
完成 VRF 配置，在 VRF 安装一个静态路由，在全局路由表中指出所有的 inbound
流量从无线客户端进入交换机到防火墙，反之亦然。  
 
c6506#conf t 
Enter configuration commands, one per line. End with CNTL/Z. 
c6506(config)# ip route vrf wism-fwsm 200.1.1.0 255.255.255.0 10.1.30.10 
 
上述配置增加了一条叫做 wism-fwsm 的静态路由到 VRF。它指出，任何转发到网

络 200.1.1.0 的数据要提交给下一跳地址 10.1.30.10 （FWSM 上的 VLAN 接口） 。
这条静态路由只适用于使用该 VRF 的接口。  
 
完整的 6500 配置如下：  
 
-------------------------------------------------------------------------------- 
注意：  If the switch is running Cisco IOS software release 12.2.(18)SXF11, or later and 
you have configured auto-LAG, the output of the n command will not show the Gigabit 
intefaces for the WiSM. 
如果交换机运行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2.(18)SXF11，12.2.(33)SXH 或更高版本，

你必须配置自动 LAG，show run 命令的输出显示不会显示 WiSM 上的千兆接口。 
-------------------------------------------------------------------------------- 
 
  
Sup720#show run 
Building configuration... 
Current configuration : 8069 bytes 
! 
upgrade fpd auto 
version 12.2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up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uptime 
no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service counters max age 10 
! 
hostname cat6506 
! 
enable password cisco 
! 
no aaa new-model 
clock timezone PDT -7 
firewall multiple-vlan-interfaces 
firewall module 6 vlan-group 1 
firewall vlan-group 1 30,200 
ip subnet-zero 
! 
!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92.168.10.1 192.168.10.2 
! 
ip dhcp pool wism-service-port 
network 192.168.10.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92.168.10.1 
! 
ip dhcp pool net 
! 
ip vrf wism-fwsm 
rd 1:100 
route-target export 1:100 
route-target import 1:100 
! 
no ip domain-lookup 
ipv6 mfib hardware-switching replication-mode ingress 
mls ip multicast flow-stat-timer 9 
no mls flow ip 
no mls flow ipv6 
no mls acl tcam share-global 
mls cef error action freeze 
! 
! 
wism service-vlan 192 
! 
interface Port-channel1 
description wism-pod1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Port-channel2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Port-channel3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1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2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3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4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5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2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6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2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7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2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8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ls qos trust dscp 
spanning-tree portfast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2 mode on 
! 
interface FastEthernet4/1 
switchport 
no ip address 
! 
< snip > 
! 
interface FastEthernet4/13 
switchport 
switchport access vlan 40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FastEthernet4/14 
switchport 
switchport access vlan 40 
no ip address 
! 
< snip > 
! 
interface FastEthernet4/25 
description Host for the inside of FWSM 200.1.1.20 
switchport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00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Vlan1 
ip address 10.1.1.2 255.255.255.0 
! 
interface Vlan30 
ip vrf forwarding wism-fwsm 
ip address 10.1.30.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1.1.11 
! 
interface Vlan40 
ip address 40.1.1.1 255.255.0.0 
ip helper-address 10.1.1.11 
! 
interface Vlan192 
ip address 192.168.10.1 255.255.255.0 
! 
interface Vlan200 
ip address 200.1.1.2 255.255.255.0 
! 
! 
router eigrp 100 
network 10.0.0.0 
network 192.168.0.0 



no auto-summary 
! 
ip classless 
ip route vrf wism-fwsm 200.1.1.0 255.255.255.0 10.1.30.10 
! 
no ip http server 
! 
!control-plane 
! 
dial-peer cor custom 
! 
line con 0 
line vty 0 4 
password cisco 
no login 
! 
end 
cat6506# 
 
完整的 FWSM 配置如下：  
 
 
FWSM# show run 
: Saved 
: 
FWSM Version 2.3(2) 
nameif vlan30 outside security0 
nameif vlan200 inside security100 
enable password 8Ry2YjIyt7RRXU24 encrypted 
passwd 2KFQnbNIdI.2KYOU encrypted 
hostname FWSM 
ftp mode passive 
fixup protocol dns maximum-length 512 
fixup protocol ftp 21 
fixup protocol h323 H225 1720 
fixup protocol h323 ras 1718-1719 
fixup protocol rsh 514 
fixup protocol sip 5060 
no fixup protocol sip udp 5060 
fixup protocol skinny 2000 
fixup protocol smtp 25 
fixup protocol sqlnet 1521 
names 
access-list deny-flow-max 4096 
access-list alert-interval 300 
access-list 102 extended permit tcp any host 10.1.30.254 eq www 
access-list 101 extended permit tcp 200.1.1.0 255.255.255.0 any eq www 
pager lines 24 
logging buffer-size 4096 
mtu outside 1500 
mtu inside 1500 
ip address outside 10.1.30.10 255.255.255.0 
ip address inside 200.1.1.1 255.255.255.0 
no failover 
failover lan unit secondary 
failover polltime unit 1 holdtime 15 
failover polltime interface 15 
failover interface-policy 50% 
icmp permit any outside 
icmp permit any inside 
no pdm history enable 
arp timeout 14400 
global (outside) 1 interface 



nat (inside) 1 0.0.0.0 0.0.0.0 
static (inside,outside) 10.1.30.254 200.1.1.20 netmask 255.255.255.255 
access-group 102 in interface outside 
access-group 101 in interface inside 
! 
interface outside 
! 
interface inside 
! 
route outside 0.0.0.0 0.0.0.0 10.1.30.1 1 
timeout xlate 3:00:00 
timeout conn 1:00:00 half-closed 0:10:00 udp 0:02:00 icmp 0:00:02 rpc 
0:10:00 h323 0:05:00 
h225 1:00:00 mgcp 0:05:00 sip 0:30:00 sip_media 0:02:00 
timeout uauth 0:05:00 absolute 
aaa-server TACACS+ protocol tacacs+ 
aaa-server TACACS+ max-failed-attempts 3 
aaa-server TACACS+ deadtime 10 
aaa-server RADIUS protocol radius 
aaa-server RADIUS max-failed-attempts 3 
aaa-server RADIUS deadtime 10 
aaa-server LOCAL protocol local 
no snmp-server location 
no snmp-server contact 
snmp-server community public 
snmp-server enable traps snmp 
floodguard enable 
fragment size 200 outside 
fragment chain 24 outside 
fragment size 200 inside 
fragment chain 24 inside 
telnet timeout 5 
ssh timeout 5 
terminal width 80 
Cryptochecksum:fd9eac84597419d0969d1d906705d122 
: end 
[OK] 
FWSM# 
: end 
 
配置现已完成。数据从无线客户端会转交隧道接口，然后转发给 FWSM 的外部接

口。现在需要防火墙应用安全政策用于确定哪些流量可以或不可以通过。  
 

集成思科 WiSM 和 VPN 服务模块  
本节包括以下主题：  
 
集成思科 WiSM 和 VPN 服务模块  
•  VPNSM 概况  
•  VPNSM 如何工作  
•  VPNSM 配置与思科 WiSM 
•  配置 VPN 客户端 
 



VPNSM 概况  
 
VPN 服务模块（ VPNSM ）是一个高性能的 VPN 产品选择用以进一步扩展现有的

思科虚拟专用网的产品组合。 该 VPNSM 是 Catalyst 6500 系列服务模块的一部

分，这一系列服务模块包括防火墙服务模块（ FWSM ） ，内容交换模块

（CSM） ，入侵检测系统模块（ IDSM ） ，网络分析模块（NAM）和安全套接字

层（ SSL ）协议模块。  
 
该 VPNSM 模块提供了高性能的硬件加速服务，提供高达 1.9 Gbps 的三重数据加

密标准（ 3DES 加密）数据转发性能（ 500 字节的数据包）和较小的数据包（大小

为 300 字节）1.6 Gbps 的 3DES 加密流量。  
 
VPNSM 提供以下功能：  
 
•  在 Catalyst 6500 交换机机箱占用单个槽位  
•  连接到 32 GB 的总线和 256 GB 的 crossbar  
•  高速 VPN 性能，提供高达 1.9 Gbps 的 3DES 加密性能  
•  Catalyst 6500 交换机集成，从而组合交换机和 VPN 服务  
•  支持业界公认的加密算法，包括 DES 和 3DES 加密  
•  支持多重认证手段，包括 X.509 数字证书，RADIUS， TACACS ，PAP/CHAP，
共享密钥，简单证书注册协议  
•  为 IPSec 隧道增加了时间  
•  密钥管理使用 Internet 密钥交换（ IKE ）  
•  证书颁发机构支持  
•  增强应变能力，利用现有的 Catalyst 6500 路由协议和弹性功能，如 HSRP ，加上

内在的抗灾功能，如 Internet 密钥交换（ IKE ） keepalives  
•  单设备管理采用嵌入式 Web 界面的 VPN 设备管理器（ VDM） 
•  集成的 VPN 解决方案中心（ VPNSC ）管理解决方案的大型企业或服务提供商

级管理  
•  使用 CiscoView 设备管理器管理内置的基于 Web 界面的设备 
 

VPNSM 如何工作  
 
与其他一些 Catalyst 6500 交换机服务模块不同， VPNSM 不依赖于任何的 SPAN 设

施或 VACL 捕获设施来处理 VPN 流量。VPNSM 必须放置在流量途径的路径上，

以便它能够适用于处理与 ACL 相匹配的流量，因此，您应该谨慎考虑如何设计与

实施 VPNSM 。  
 



可能需要物理的改变网络以便将 VPNSM 放置在流量途径的路径上。此外，与许多

其他服务模块不同， VPNSM 直接从 Cisco IOS 命令行界面配置。没有必要远程连

接（或 Telnet ）到模块进行配置。  
 
当一个 VPN 模块安装到 Catalyst 6500/7600 机箱，它决定是否 Catalyst 6500 交换机

接口和物理端口在这个机箱内属于内部网络（本地 LAN ）或外部网络（外部世

界）。确定是否物理端口为内部或外部决定了配置 VLAN 的方式，以及它们如何

与 VPNSM 相互作用。所有端口连接到外部世界（外部网络）被称为 Catalyst 外网

端口 ，那些在本地局域网的端口被称为 Catalyst 内网端口。如果一个以太网端口

（例如，模块 3 上的物理端口 5，port 3/5 ）是连接到内部服务器，那么该端口被

指定为 Catalyst 的内网端口。如果在同一物理端口被连接到 WAN 路由器，那么该

端口被指定为 Catalyst 外网端口。  
 
虽然 VPN 模块没有外部的物理端口，它有两个逻辑端口连接 VPN 模块和 Catalyst 
6500/7600 的背板。 这两个逻辑端口为千兆以太网（ GE ）的端口。 从下列该

show module 命令可以看到 VPN 的端口：  
 
c6506# sh mod 
Mod Ports Card Type                      Model              Serial No. 
--- ----- ----------------------------- ------------------ ----------- 
2    2    IPSec VPN Accelerator          WS-SVC-IPSEC-1    SAD0837063H 
3    10   WiSM WLAN Service Module=      WS-SVC-WiSM-1-K9  SAD092504J8 
4    48   48-port 10/100 mb RJ45         WS-X6148-45AF     SAL08154UT3 
5    2    Supervisor Engine 720 (Active) WS-SUP720-3BXL    SAL0913827E 
6    6    Firewall Module                WS-SVC-FWM-1      SAD090100D9 
 
Mod  MAC addresses                      Hw   Fw     Sw          Status 
--- ---------------------------------- ------ ------------ ------------  
2   0003.e470.05cc to 0003.e470.05cf    1.3 7.2(1)      8.5(0.46)RFW Ok 
3   0001.0002.0003 to 0001.0002.0012    0.1 12.2(14r)S5 12.2(PP_R31_ Ok 
4   0011.206d.7ef0 to 0011.206d.7f1f    1.0 5.4(2)      8.5(0.46)RFW Ok 
5   0013.7f0d.114c to 0013.7f0d.114f    4.3 8.1(3)      12.2(PP_R31_ Ok 
6   0012.8005.d418 to 0012.8005.d41f    3.0 7.2(1)      2.3(2) Ok 
 
Mod   Sub-Module                  Model              Serial Hw  Status 
---- --------------------------- ------------------ ----------- ------- 
------- 
3    Centralized Forwarding Card  FARFEL             SAD092608SU 0.2 Ok 
4    IEEE Voice Daughter Card     WS-F6K-FE48-AF     SAD082007YH 1.1 Ok 
5    Policy Feature Card 3        WS-F6K-PFC3BXL     SAL091597AS 1.6 Ok 
5    MSFC3 Daughterboard          WS-SUP720          SAL09158X9K 2.3 Ok 
 
Mod   Online Diag Status 
---- ------------------- 
2     Pass 
3     Pass 
4     Pass 
5     Pass 
6     Pass 
 
VPN 模块指定其中的一个逻辑千兆端口作为 VPN 的内网端口，另外一个逻辑千兆

端口作为 VPN 的外网端口 。指定 VPN 端口是内网和外网端口是固定的和不能改

变的。Port 1 总是视为 VPNSM 内网端口，Port 2 总是视为 VPNSM 外网端口。内



网端口是 Catalyst 内网端口用来传输数据，外网端口是 Catalyst 外网端口用来传输

数据，如图 22 。  
 
图 22Catalyst 和 VPN 内外网端口  
 

 
 
 
通常情况下，Catalyst 的外网端口直接连接到局域网/广域网或连接到外部网络的广

域网设备。 VPN 的外网端口和 Catalyst 的外网端口组合在一起，使 VPN 模块处理

进入 VPNSM 的数据包。您需要将 VPN 外网端口和 Catalyst 外网端口设置在相同

的 VLAN ，以实现这一目标。 这里的 VLAN 一般设置为第 2 层 VLAN，并没有在

MSFC 上设置相关的 VLAN 接口。 然而，要与思科 WiSM 互通，该 VLAN 的接口

要与 VPN 外网接口关联，并设置为第 3 层接口。  
 
在 MSFC 上创建一个 VLAN 的接口。此端口与 VPN 内网端口位于同一 VLAN
内。这个接口 VLAN 需要分配给的它安全配置。例如，任何配置好的 crypto maps 
一般应用到这个 VLAN 接口。不要添加任何其他端口到这个 VLAN。思科建议，

任何 Catalyst 内网端口采用 PFC 来三层交换数据到 VPNSM 。  
 

VPNSM 配置与思科 WiSM  
 
整合思科 WiSM 与 VPNSM ，我们使用下面的过程： VRFs 隧道的入口界面推送入

VPN 的数据包到外部 VPNSM，VPNSM 接口作为下一跳。该 VRF 需要根据静态路

由转发，将目的地 VPN 的对点地址作为其下一跳。其他目的不是 VPNSM 的流量

视需要转发。  
 
此配置假定思科 WiSM 按照先前所述已经安装好，而且无线客户端可以成功地提

供验证和连接网络。  



 
集成 VPNSM 和无线设置基于图 23 所示。  
 
图 23 VPNSM 与思科 WiSM 拓扑 
 

 
 
 
首先，我们需要探讨基本的 VPN 配置语句，它们可以让 VPN 客户端连接

VPNSM 。这些关键的配置语句如下：  
 
c6506(config)#crypto isakmp policy 1 
c6506(config-isakmp)#encr 3des 
c6506(config-isakmp)#hash md5 
c6506(config-isakmp)#auth pre-share 
c6506(config-isakmp)#group 2 
c6506(config-isakmp)#exit 
 
套语句定义了一个加密的策略，这是用来确定 VPN 客户端与 VPNSM 连接的加密

环境。这项策略规定使用 3DES 加密算法来加密流量。MD5 散列算法用来保护密

码；第 2 组是指利用 Diffie-Hellman Group 2 （ 1024 位）密钥生成机制。  
 
如下声明界定了使用 VPN 客户端建立一个与 VPNSM 的 VPN 会话的 ISAKMP 密

钥：  
 
c6506(config)#crypto isakmp key cisco1 address 0.0.0.0 0.0.0.0 
 
密钥定义为 cisco1 。语句中的地址部分规定了进入的 VPN 客户端地址的分类标

准。使用 0.0.0.0 是一个全部匹配的参数，指所有进入的连接。  
 



以下陈述了 ISAKMP 的一些微调值，用来设置 keepalives 间隔和会话关闭之前

ISAKMP 允许的总体的空闲时间：  
 
c6506(config)#crypto isakmp keepalive 10 
c6506(config)#crypto isakmp xauth timeout 45 
 
以下一组语句定义了使用组获取信息名称的属性 vpnsm-with-remclient。属性包括

密钥和给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使用的地址池。  
 
c6506(config)#crypto isakmp client configuration group wism-vpnsm 
c6506(config-isakmp-group)#key cisco1 
c6506(config-isakmp-group)#domain cisco.com 
c6506(config-isakmp-group)#pool pool-1 
c6506(config-isakmp-group)#crypto dynamic-map dynmap 1 
c6506(config-crypto-map)#exit 
 
在最初的 VPN 隧道建立后，下面的变换设置定义了一套数据传输的加密属性。它

定义了 VPNSM 和 VPN 客户端之间建立 VPN 会话协商时可用的加密算法的选项。  
 
c6506(config)#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transform-1 esp-3des esp-sha-
hmac 
 
以下 crypto map 显示转换所使用的设置。使用反向路线指示交换机安装一条路由到

本地路由表，指回到成功建立 VPN 的客户端。  
 
c6506(config)#crypto dynamic-map dynmap 1 
c6506(config-crypto-map)#set transform-set transform-1 
c6506(config-crypto-map)#reverse-route 
c6506(config-crypto-map)#exit 
c6506(config)#crypto map client-map client authentic list vpnusers 
c6506(config)#crypto map client-map isakmp authorization list vpnsm-
with-remclient 
c6506(config)#crypto map client-map client configuration address respond 
c6506(config)#crypto map client-map 1 ipsec-isakmp dynamic dynmap 
 
最后的一系列 crypto map 语句将许多要素配置成一个综合的 crypto map，限制对端

的远程客户端的端口。  
 
下一步，与 VPN 客户端的对等体的接口必须界定。在上面的例子中， VLAN 300
为此目而设立。它被配置为第 3 层接口并分配给它 IP 地址。它使用 crypto map 命

令来确定哪些加密策略正在使用。加密技术策略表明哪些加密功能在建立和管理数

据通过 VPN 隧道时可用。  
 
下列 local pool 命令定义了一整套分配给每个验证连入的用户的 IP 地址。在上面的

例子中，一个名为 remote-pool 的池用于服务地址为 172.16 的网络。地址从 10.10 
到 10.254 都用于此池。  
 
c6506(config)#ip local pool pool-1 172.16.10.10 172.16.10.254 
 



以下一套语句用于验证连接 VPNSM 的连入 VPN 用户。 他们涉及到一些如前所述

的组的定义。  
 
c6506(config)#aaa new-model 
c6506(config)#aaa authen login def local 
c6506(config)#aaa authen login vpnusers local none 
c6506(config)#aaa author network vpnusers local 
 
现在配置 VPNSM 逻辑接口如下：  
 
c6506(config-if)#no ip address 
c6506(config-if)#switchport 
c6506(config-if)#switchport trunk encap dot1q 
c6506(config-if)#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00 
c6506(config-if)#switchport mode trunk 
c6506(config-if)#int g2/2 
c6506(config-if)#no ip address 
c6506(config-if)#switchport 
c6506(config-if)#switchport trunk encap dot1q 
c6506(config-if)#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400 
c6506(config-if)#switchport mode trunk 
 
上面的例子中，该 VPNSM 已安装在插槽 2 。 Port 1 始终是当作内网 VPN 端口，

Port 2 是外网的 VPN 端口。这个配置是固定的（VPNSM 内部）和不能改变的。这

两个物理端口都设置为 802.1q 中继端口，并且没有配置 IP 地址。  
 
主要的配置选项指定哪些 VLAN 是用户允许出现在每一个端口。内部端口的

VLAN 必须符合具有 crypto maps 应用于 VLAN 的接口。在 VPNSM 外网端口允许

的 VLAN 必须符合该 VLAN 位于外网交换机端口的位置。  
 
c6506(config)#int vlan 300 
c6506(config-if)#ip add 22.1.1.2 255.255.255.0 
c6506(config-if)#crypto map client-map 
c6506(config-if)#crypto engine slot 2 
c6506(config)#interface Vlan400 
c6506(config-if)#ip address 22.1.1.3 255.255.255.0 
c6506(config-if)# 
00:57:14: %CRYPTO: Wrong config: MAC addresses are the same between VLAN 
300 and VLAN 400. 
c6506(config-if)#mac-add 0000.cccc.dddd 
c6506(config-if)#crypto connect vlan 300 
c6506(config-if)#crypto engine slot 2 
 
当您设定 VPNSM 正常运行时，每个 VLAN 中的端口接收无线流量都需要有 crypto 
connect 加密连接命令适用于它。  
 
在上述配置范例中， VLAN 接口 400 是外网的接口。 crypto connect 命令连接该接

口到外网的 VLAN。 crypto connect 命令指定的 VLAN 是 crypto map 应用的 VLAN
的接口（包含进入线程的加密策略）。第一次 crypto connect vlan 命令应用于配

置，VPNSM 上的硬件加密引擎被激活。  
 



VLAN 的 400 还需要工作在第 3 层模式，因此，你需要一个 IP 地址来路由从隧道

接口到外网接口的数据包。然而， VPNSM 继续运行在第二层，这样，IP 地址必须

和内网接口在同一子网。利用 VRF ，您可以为不同的 VLAN 接口指定在同一个子

网中的两个 IP 地址。  
 
此外，这个接口需要不同的 MAC 地址。当定义一个 VLAN 的接口，Supervisor 将
从其静态 MAC 地址池中分配一个 MAC 地址给它，所有的虚拟接口默认得到相同

的 MAC 地址。 一般而言，当接口在不同的子网，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 当
VLAN 的接口连接到 VPNSM ，至少有一个接口必须手动配置 MAC 地址。  
 
下面的 VRF 配置对于隧道接口和外网 VLAN 接口是必要的：  
 
c6506(config)#ip vrf wism-vpnsm 
c6506(config-vrf)#rd 2:100 
c6506(config-vrf)#route-target export 2:100 
c6506(config-vrf)#route-target import 2:100 
 
有了这一套指令，我们创建了一个叫做 wism-vpnsm 的 VRF 实例。路线描述

（RD） 2:100 添加到 VRF 实例转发表中每个 IPv4 的前 。  
 
其次， VRF 需要应用于隧道接口和与外部 VPNSM 接口关联的外网 VLAN  接口。

具体配置如下：  
 
c6506#conf t 
Enter configuration commands, one per line. End with CNTL/Z. 
c6506(config)#interface vlan 30 
c6506(config-if)#ip vrf forwarding wism-vpnsm 
c6506(config-if)#ip address 10.1.30.1 255.255.255.0 
c6506(config-if)#interface vlan400 
c6506(config-if)#ip vrf forwarding wism-vpnsm 
% Interface Vlan400 IP address 22.1.1.3 removed due to enabling VRF 
wism-vpnsm 
c6506(config-if)#ip address 22.1.1.3 255.255.255.0 
 
当 VRF 应用于接口，IP 地址被删除。IP 地址需要重新输入，然后再继续下一个步

骤。  
 
来自 VLAN 接口的无线局域网流量的目标 IP 地址是 VPN 服务器（在这个例子中

是 22.1.1.2，这是 VPNSM 上内网 VLAN 的 IP 地址）。路由器检查其 VRF wism-
vpnsm 的路由表，并认为这一目标 IP 地址直接连接到外网接口（ VLAN 400 ）。 
如果 IPSec 是您从隧道接口收到的唯一流量，那么在 VRF 域中 no static route 语句

是必要的。所有数据包被路由出 VLAN 400 接口，因为它和目的地在同一个子网

中的。 但是，如果你有加密流量以外的流量，你需要在 VRF 域中使用 vrf 静态路

由来酌情转发数据包。  
 



对于目标地址为无线客户端的反向路径流量，配置加密动态映射的反向路由注射功

能可以确保 VPN 客户端的主机路由得到默认的 VRF 路由表，指内 VPN 模块的网

接口。  
 
一些最后的配置命令必须应用以便于完成配置。对于内网 VLAN 接口和外网

VLAN 接口，静态 ARP 入口必须加入到 VRF 的 MAC 表内。 由于 ARP 协议不支

持通过 VPN 模块，Supervisor 需要配置 IP /MAC 的映射以便转发数据包。  
 
c6506(config)#arp vrf wism-vpnsm 22.1.1.2 0005.dc56.9400 ARPA 
c6506(config)#arp 22.1.1.3 0000.cccc.dddd ARPA 
 
另外，当 VPN 客户端连接到 VPN 服务模块时用户名和密码需要加以界定。在此示

例中，只需采用如下的用户名和密码：  
 
c6506(config)#username cisco password 0 cisco 
 
最终的 6500 配置如下：  
 
-------------------------------------------------------------------------------- 
注意：如果交换机运行 Cisco IOS 软件版本 12.2.(18)SXF11，12.2.(33)SXH 或更高

版本，你必须配置自动 LAG，show run 命令的输出不会显示 WiSM 模块上的千兆

接口。  
-------------------------------------------------------------------------------- 
 
c6506#show run 
Building configuration... 
Current configuration : 10194 bytes 
! 
upgrade fpd auto 
version 12.2 
service timestamps debug uptime 
service timestamps log uptime 
no service password-encryption 
service counters max age 10 
! 
hostname cat6506 
! 
boot system flash disk0:s72033-adventerprisek9_wan_dbg-
mz.PP_R31_INTEG_051018 
enable password cisco 
! 
username cisco password 0 cisco 
username test password 0 cisco 
aaa new-model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local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vpnusers local none 
aaa authorization network vpnusers local 
! 
aaa session-id common 
clock timezone PDT -7 
firewall multiple-vlan-interfaces 
firewall module 6 vlan-group 1 
firewall vlan-group 1 30,200 
ip subnet-zero 



! 
!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0.0.2.1 10.0.2.20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72.16.23.1 172.16.23.20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92.168.10.1 192.168.10.2 
! 
ip dhcp pool 172 
network 172.16.23.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72.16.23.1 
domain-name cisco.com 
! 
ip dhcp pool wism-service-port 
network 192.168.10.0 255.255.255.0 
default-router 192.168.10.1 
! 
ip dhcp pool net 
! 
ip dhcp pool scream 
network 10.101.101.0 255.255.255.0 
domain-name cisco.com 
dns-server 192.168.1.1 
default-router 10.101.101.1 
! 
ip dhcp snooping vlan 221 
ip dhcp snooping 
ip vrf contractor_access 
rd 11:1 
! 
ip vrf wism-fwsm 
rd 1:100 
route-target export 1:100 
route-target import 1:100 
! 
ip vrf wism-vpnsm 
rd 2:100 
route-target export 2:200 
route-target import 2:200 
! 
no ip domain-lookup 
ipv6 mfib hardware-switching replication-mode ingress 
mls ip multicast flow-stat-timer 9 
no mls flow ip 
no mls flow ipv6 
no mls acl tcam share-global 
mls cef error action freeze 
! 
crypto isakmp policy 1 
encr 3des 
hash md5 
authentication pre-share 
group 2 
crypto isakmp key cisco1 address 0.0.0.0 0.0.0.0 
crypto isakmp keepalive 10 
crypto isakmp xauth timeout 45 
! 
crypto isakmp client configuration group wism-vpnsm 
key cisco1 
domain cisco.com 
pool pool-1 
! 
! 
crypto ipsec transform-set transform-1 esp-3des esp-sha-hmac 
! 
crypto dynamic-map dynmap 1 



set transform-set transform-1 
reverse-route 
! 
! 
crypto map client-map client authentication list vpnusers 
crypto map client-map isakmp authorization list vpnusers 
crypto map client-map client configuration address respond 
crypto map client-map 1 ipsec-isakmp dynamic dynmap 
! 
! 
redundancy 
mode sso 
main-cpu 
auto-sync running-config 
spanning-tree mode pvst 
no spanning-tree optimize bpdu transmission 
! 
power redundancy-mode combined 
diagnostic cns publish cisco.cns.device.diag_results 
diagnostic cns subscribe cisco.cns.device.diag_commands 
fabric buffer-reserve queue 
port-channel per-module load-balance 
wism service-vlan 192 
! 
vlan internal allocation policy ascending 
vlan access-log ratelimit 2000 
! 
! 
interface Port-channel1 
description wism-pod1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Port-channel2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Port-channel3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 
description VPNSM inisde port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0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tu 4500 
no ip address 
flowcontrol receive on 
flowcontrol send off 
spanning-tree portfast trunk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2 
description VPNSM outside port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400 
switchport mode trunk 
mtu 4500 
no ip address 
flowcontrol receive on 
flowcontrol send off 
spanning-tree portfast trunk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1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2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3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4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1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5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2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6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2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7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2 mode on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3/8 
switchport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native vlan 40 
switchport mode trunk 
no ip address 
channel-group 2 mode on 
! 
< snip > 
interface Vlan1 
ip address 10.1.1.2 255.255.255.0 
! 
! 
interface Vlan30 
ip vrf forwarding wism-vpnsm 
ip address 10.1.30.1 255.255.255.0 
ip helper-address 10.1.1.11 
! 
interface Vlan40 
ip address 40.1.1.1 255.255.0.0 
ip helper-address 10.1.1.11 
! 
interface Vlan192 
ip address 192.168.10.1 255.255.255.0 
! 
interface Vlan300 
ip address 22.1.1.2 255.255.255.0 
no mop enabled 
crypto map client-map 
crypto engine slot 2 
! 
interface Vlan400 
description to Outside VPNSM 
mac-address 0000.cccc.dddd 
ip vrf forwarding wism-vpnsm 
ip address 22.1.1.3 255.255.255.0 
crypto engine slot 2 
crypto connect vlan 300 
! 
router eigrp 100 
network 10.0.0.0 
network 192.168.0.0 
no auto-summary 
! 
ip local pool pool-1 172.16.12.100 172.16.12.254 
ip classless 
ip route 10.1.30.0 255.255.255.0 22.1.1.3 
ip route 172.16.10.0 255.255.255.0 22.1.1.3 
ip route vrf wism-vpnsm 0.0.0.0 0.0.0.0 22.1.1.2 
! 
no ip http server 
! 
arp vrf wism-vpnsm 22.1.1.2 0005.dc56.9400 ARPA 
arp 22.1.1.3 0000.cccc.dddd ARPA 
! 
! 
radius-server source-ports 1645-1646 
! 
control-plane 
! 
dial-peer cor custom 
! 



! 
line con 0 
line vty 0 4 
password cisco 
! 
! 
no cns aaa enable 
end 
 
 
 

配置 VPN 客户端  
 
在交换机一侧的 VPN 的配置完成后， VPN 客户端必须配置如下。  
 
-------------------------------------------------------------------------------- 
 
第 1 步  启动 VPN 客户端。  
 
第 2 步  一个新的配置用于拨号到 VPNSM 。最初的 VPN 客户端窗口中， 单击新

建创建一个配置文件。创建新的 VPN 连接入口（见图 24 ）。  
 
图 24 创建新的 VPN 连接入口 
 

 
 
 



第 3 步  新增连接条目的名称。  
 
第 4 步  输入远端 VPN 设备的 IP 地址。在上面 Catalyst 6500 交换机的配置中，它

设置为 22.1.1.2 也是 VLAN 接口 300 的实际地址。  
 
第 5 步  输入 VPN 客户端组的名称和相关的密码，如图 24 。从上面 Catalyst 6500
交换机配置中获得这两个值。在这个例子中，组的名称是 wism-vpnsm，密码是

cisco1。密码必须输入两次，以确认正确的输入。  
 
第 6 步  单击保存 。  
 
现在配置文件被定义，您可以发起一个 VPN 连接至 VPNSM 。  
 
要开始连接，从主窗口选择刚才定义的连接入口，单击连接 。  
 
当 VPN 的建立过程开始，EZ - VPN 客户端建立与 VPNSM 的连接并协商安全关

联。在这个阶段，一套通用的加密值由两端商定。客户端然后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以验证访问权限。  
 
登录成功后，客户可以看到锁状图标出现在位于桌面上右下角的 Windows 系统托

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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