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置指导 导读 

本配置指导介绍了 UNIS S5200S-EI&S5200S-HI 系列交换机各软件特性的原理及其配置方法，包

含原理简介、配置任务描述和配置举例，各配置指导的内容如下： 

手册名称 内容简介 

基础配置指导 

介绍了如何使用命令行接口、如何登录交换机，以及设备管理、自动配置等功能的配置。

包括如下内容： 

• CLI 

• RBAC 

• 登录设备（登录设备方式介绍、缺省情况下如何通过 Console 口登录设备、配置通过

CLI登录设备、配置通过 Web登录设备、配置通过 SNMP登录设备、配置通过 RESTful
登录设备、对登录用户的控制） 

• FTP 和 TFTP 

• 文件系统管理 

• 配置文件管理 

• 软件升级 

• 设备管理 

• Tcl 

• Python 

• 自动配置 

虚拟化技术配置指导 

介绍了自主研发的虚拟化技术-IRF，以及如何使用多台交换机组建基于IRF技术的虚拟化

设备。通过IRF，可以将多台设备虚拟为一台设备在网络中运行，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

还能够提供1:N的设备级备份，并简化网络拓扑，实现业界领先的企业网、数据中心接入

方案。 



手册名称 内容简介 

二层技术-以太网交

换配置指导 

介绍了以太网交换技术的原理及具体配置方法。通过这些技术您可以实现流量控制、流

量的负载分担、同一VLAN内用户隔离、二层环路消除、VLAN划分、修改报文的VLAN Tag
等功能。具体内容如下： 

• 以太网接口 

• LoopBack 接口、NULL 接口和 InLoopBack 接口 

• 接口批量配置 

• MAC 地址表（MAC 地址表、MAC Information） 

• 以太网链路聚合 

• 端口隔离 

• 生成树 

• 环路检测 

• VLAN（VLAN、Private VLAN、Voice VLAN） 

• MVRP 

• QinQ 

• VLAN 映射 

• LLDP  

• L2PT 

三层技术-IP业务配

置指导 

介绍了IP业务相关技术的原理及具体配置方法。包括如下内容： 

• ARP（ARP、免费 ARP、代理 ARP、ARP Snooping、ARP 直连路由通告） 

• IP 地址 

• DHCP（DHCP 概述、DHCP 服务器、DHCP 中继、DHCP 客户端、DHCP Snooping、
BOOTP 客户端） 

• 域名解析 

• IP 转发基础 

• 快速转发 

• IP 性能优化 

• UDP Helper 

• IPv6 基础 

• DHCPv6（DHCPv6 概述、DHCPv6 服务器、DHCPv6 中继、DHCPv6 客户端、DHCPv6 
Snooping） 

• IPv6 快速转发 

• HTTP 重定向 



手册名称 内容简介 

三层技术-IP路由配

置指导 

介绍了构建不同规模的网络所需要的路由技术。包括：IPv4、IPv6网络的各种路由学习

技术，包括如下内容： 

• IP 路由基础 

• 静态路由（静态路由、缺省路由） 

• RIP 

• OSPF 

• 策略路由 

• IPv6 静态路由（IPv6 静态路由、IPv6 缺省路由） 

• RIPng 

• OSPFv3 

• IPv6 策略路由 

• 路由策略 

IP组播配置指导 

介绍了各种二层组播业务的原理及具体配置方法。具体内容如下： 

• 组播概述 

• IGMP Snooping 

• PIM Snooping 

• 组播 VLAN 

• MLD Snooping 

• IPv6 PIM Snooping 

• IPv6 组播 VLAN 

ACL和QoS配置指导 

介绍了ACL和QoS配置方法。通过ACL或其他匹配规则，您可以对网络中的流量进行分类，

以实现多种基于数据类型的流量控制功能，合理分配有限的网络资源，提高网络使用效

率： 

• ACL 

• QoS（QoS 概述、QoS 策略、优先级映射、流量监管、流量整形和限速、拥塞管理、

流量过滤、重标记、Nest、流量重定向、全局 CAR、流量统计、附录） 

• 数据缓冲区 

• 时间段 



手册名称 内容简介 

安全配置指导 

介绍了多种安全业务特性及其配置方法，主要包括：身份认证（AAA、PKI），接入安全

（802.1X、MAC地址认证、端口安全），数据安全（公钥管理、SSH、SSL、IPsec），

以及攻击防御技术（IP Source Guard、ARP攻击防御）等，包括如下内容： 

• AAA 

• 802.1X 

• MAC 地址认证 

• Portal 

• Web 认证 

• Triple 认证 

• 端口安全 

• User Profile 

• Password Control 

• 公钥管理 

• PKI 

• IPsec（IPsec、IKE、IKEv2） 

• SSH 

• SSL 

• 攻击检测与防范 

• TCP 攻击防御 

• IP Source Guard 

• ARP 攻击防御 

• ND 攻击防御 

• SAVI 

• MFF 

• 加密引擎 

• FIPS 

• 802.1X Client 

可靠性配置指导 

介绍了故障检测和快速保护倒换这两类可靠性技术的原理及具体配置。通过这些技术，

您可以进行网络故障检测和诊断、出现故障时能够快速的进行业务恢复。具体内容如下：

• 以太网 OAM 

• CFD 

• DLDP 

• RRPP 

• ERPS 

• Smart Link 

• Monitor Link 

• VRRP 

• BFD 

• Track 



手册名称 内容简介 

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

指导 

介绍了如何对网络进行管理，以及如何查看系统信息、并且使用ping、tracert、debug等
命令来检查、调试当前网络的连接情况，包括如下内容： 

• 系统维护与调试 

• NQA 

• NTP（NTP、SNTP） 

• PoE 

• SNMP 

• RMON 

• NETCONF 

• CWMP 

• EAA 

• 进程监控和维护 

• 镜像（端口镜像、流镜像） 

• sFlow 

• 信息中心 

• Packet Capture 

OpenFlow配置指导 介绍了OpenFlow功能的应用背景、实现原理和配置方法。 

缩略语 列举了配置指导中用到的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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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配置指导主要介绍如何使用命令行接口、如何登录设备、对设备进行文件系统管理、设备管理以

及软件升级等功能的配置，包括 CLI、RBAC 配置、登录设备、FTP 和 TFTP、文件系统管理、配

置文件管理、软件升级、设备管理、TCL 配置、Python 以及自动配置。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技术支持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格    式 意    义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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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交换机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全兼容性手册 列出S5200S-EI & S5200S-HI的兼容性声明，并对兼容性和安

全的细节进行说明 

快速安装指南 指导您对设备进行初始安装、配置，通常针对 常用的情况，

减少您的检索时间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S5200S-EI & S5200S-HI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

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S5200S-EI & S5200S-HI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

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的功能 

运行维护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S5200S-EI & S5200S-HI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

版本配套说明、兼容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zgsm_service@thunis.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10-9998（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unis-h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zgsm_info@thunis.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mailto:zgsm_service@thunis.com�
http://www.unis-hy.com/�
mailto:zgsm_info@thunis.com�


i 

目  录 

1 CLI ····························································································································· 1-1 

1.1 CLI简介 ···················································································································· 1-1 

1.2 命令视图的操作 ·········································································································· 1-1 

1.2.1 命令视图简介 ···································································································· 1-1 

1.2.2 进入系统视图 ···································································································· 1-2 

1.2.3 返回上一级视图 ································································································· 1-2 

1.2.4 返回用户视图 ···································································································· 1-2 

1.3 使用命令行在线帮助 ···································································································· 1-2 

1.4 命令的undo形式 ········································································································· 1-3 

1.5 命令行输入 ················································································································ 1-3 

1.5.1 编辑命令行 ······································································································· 1-3 

1.5.2 STRING和TEXT类型参数的输入 ··········································································· 1-4 

1.5.3 接口类型的输入 ································································································· 1-4 

1.5.4 快速输入命令行 ································································································· 1-5 

1.5.5 配置命令字符串的别名 ························································································ 1-5 

1.5.6 修改快捷键的绑定关系 ························································································ 1-6 

1.5.7 命令行输入回显功能 ··························································································· 1-8 

1.6 解读输入错误提示信息 ································································································· 1-8 

1.7 使用历史命令 ············································································································· 1-9 

1.7.1 功能简介 ·········································································································· 1-9 

1.7.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1-9 

1.7.3 操作历史命令缓冲区 ··························································································· 1-9 

1.7.4 重复执行历史记录命令 ······················································································ 1-10 

1.8 便捷地查看显示信息 ·································································································· 1-10 

1.8.1 控制显示信息的分屏 ························································································· 1-10 

1.8.2 查看带行号的显示信息 ······················································································ 1-11 

1.8.3 使用正则表达式过滤显示信息 ············································································· 1-11 

1.8.4 将显示信息保存到指定文件 ················································································ 1-14 

1.8.5 各种便捷查看方式的综合应用 ············································································· 1-15 

 



1-1 

1 CLI 
1.1  CLI简介 

CLI（Command Line Interface，命令行接口）是用户与设备之间的文本类指令交互界面。用户输

入文本类命令，通过输入回车键提交设备执行相应命令，从而对设备进行配置和管理，并可以通过

查看输出信息确认配置结果。 

设备支持多种方式进入命令行接口界面，例如，通过 Console 口和 Telnet 登录设备后进入命令行接

口界面等，各方式的详细描述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登录设备”。 

1.2  命令视图的操作 

1.2.1  命令视图简介 

设备提供了丰富的功能，不同的功能对应不同的配置和查询命令。为便于用户使用这些命令，设备

按功能对命令进行分类组织。功能分类与命令视图对应，当要配置某功能的某条命令时，需要先进

入这条命令所在的视图。每个视图都有唯一的、含义清晰的提示符，例如提示符[Sysname-vlan100]
表示当前的命令视图是 VLAN 视图，VLAN 的编号是 100，在该视图下可对 VLAN 100 的属性进行

配置。 

命令视图采用分层结构，如 图 1-1 所示。 

图1-1 命令视图示意图 

 
 

• 用户登录设备后，直接进入用户视图。用户视图下可执行的操作主要包括查看操作、调试操作、

文件管理操作、设置系统时间、重启设备、FTP 和 Telnet 操作等。 

• 从用户视图可以进入系统视图。系统视图下能对设备运行参数以及部分功能进行配置，例如配

置夏令时、配置欢迎信息、配置快捷键等。 

• 在系统视图下输入特定命令，可以进入相应的功能视图，完成相应功能的配置，例如：进入接

口视图配置接口参数、进入 VLAN 视图给 VLAN 添加端口、进入用户线视图配置登录用户的

属性、创建本地用户并进入本地用户视图配置本地用户的属性等。功能视图下可能还包含子视

图，例如 NQA 测试组视图下还包含测试类型视图，请参见各功能模块的详细描述。 



1-2 

想要了解某命令视图下支持哪些命令，请在该命令视图提示符后输入<?>。 

1.2.2  进入系统视图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1.2.3  返回上一级视图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视图下执行 quit 命令会中断用户终端与设备之间的当前连接。 

公共密钥视图下请使用 peer-public-key end 命令返回系统视图。 

2. 配置步骤 

请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从当前视图退回到上一层视图。 
quit 

1.2.4  返回用户视图 

1. 功能简介 

本设备为用户提供了从任意的非用户视图返回到用户视图的快捷方式，而不需要多次执行 quit 命

令逐级返回。 

2. 配置步骤 

返回用户视图。请选择如下一种方式返回用户视图。 

• 请在任意非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返回用户视图。 
return 

• 按组合键<Ctrl+Z>从任意非用户视图返回用户视图。 

1.3  使用命令行在线帮助 

在命令行输入过程中，可以在命令行的任意位置输入<?>以获得详尽的在线帮助。下面给出常见的

在线帮助应用场景，供参考使用。 

• 在任意视图下，输入<?>即可获取该视图下可以使用的所有命令及其简单描述。例如： 
<Sysname> ? 

User view commands: 

  archive             Archive configuration                                      

  arp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ARP) module                   

  backup              Backup the startup configuration file to a TFTP server     

  boot-loader         Software image file management 

……略…… 

• 输入一条命令的关键字，后接以空格分隔的<?>。 

如果<?>位置为关键字，则列出全部关键字及其简单描述。例如： 
<Sysname> terminal ? 

  debugging  Enable to display debugging logs on the current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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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ging    Display logs on the current terminal 

  monitor    Enable to display logs on the current terminal 

如果<?>位置为参数，则列出有关的参数描述。例如：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 

  <1-4094>  Vlan-interface interface number   

[Sysnam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 

  <cr> 

其中，<1-4094>表示该参数的取值范围为 1～4094；<cr>表示命令行当前位置无参数，直接

输入回车即可执行。 

• 输入命令的不完整关键字，其后紧接<?>，显示以该字符串开头的所有命令关键字及其帮助信

息。例如： 
<Sysname> f? 

  fdisk    Partition a storage medium 

  fixdisk   Check and repair a storage medium 

  format    Format a storage medium 

  free      Release a connection 

  ftp       Open an FTP connection 

<Sysname> display ftp? 

  ftp         FTP module 

  ftp-server  FTP server information 

  ftp-user    FTP user information 

1.4  命令的undo形式 

命令的 undo 形式一般用来恢复缺省情况、关闭某个功能或者删除某项设置。大部分配置命令都有

对应的 undo 形式。例如，info-center enable 命令用来开启信息中心，undo info-center 

enable 命令用来关闭信息中心。 

1.5  命令行输入 

1.5.1  编辑命令行 

编辑命令行时，系统支持如 表 1-1 所示的单个按键和如 表 1-4 所示的组合键。 

用户通过键盘输入命令行后，按<Enter>键执行该命令。 

表1-1 编辑功能表 

按键 功能 

普通按键 
若编辑缓冲区未满，则插入到当前光标位置，并向右移动光标（命令行下发前

会暂时缓存在编辑缓冲区，缓冲区的大小为511个字符，如果编辑缓冲区满，

则后续输入的字符无效） 

退格键<Backspace> 删除光标位置的前一个字符，光标前移 

左光标键<←> 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位置 

右光标键<→> 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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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 功能 

上光标键<↑> 访问上一条历史命令 

下光标键<↓> 访问下一条历史命令 

<Tab>键 

输入不完整的关键字后按下<Tab>键，系统自动补全关键字： 

• 如果与之匹配的关键字唯一，则系统用此完整的关键字替代原输入并换行

显示 

• 如果与之匹配的关键字不唯一，则多次按<Tab>键，系统会循环显示所有

以输入字符串开头的关键字 

• 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关键字，系统会不作任何修改，重新换行显示原输入

 

 

在配置文件中，存在#和 version 7.1.xxx, Release xxx这样的特殊命令行配置信息。#用于将两段配

置信息隔开；version 7.1.xxx, Release xxx 用于记录设备正在运行的软件包的版本信息。这样的命

令行不支持在线帮助，但可以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xxx 或者 version xxx（例如执行# abc 或者

version abc），执行后系统不会提示错误信息，也不会修改这些行的值。这样的命令行用户没有

必要使用，因此在命令手册中不再描述。 

 

1.5.2  STRING和TEXT类型参数的输入 

如果命令行中的参数为 STRING 类型，则建议输入除“?”、“"”、“\”、空格之外的可见字符（可见

字符对应的 ASCII 码区间为 32～126），以免设备将该参数传递给其它网络设备时，对端设备无法

解析。如果 STRING 类型的参数中需要包含字符“"”、“\”，则必须使用转义字符“\”辅助输入，

即实际应输入“\"”、“\\”；如需输入空格，则需要将整个字符串包含在双引号中，例如，若要配置

字符串参数为“my device”，则实际应输入“"my device"”。 

如果命令行中的参数为 TEXT 类型，则除了“?”外的其他字符均可输入。 

各业务模块可能对参数有更多的输入限制，详情请参见命令的提示信息以及命令参考中的参数描述。 

1.5.3  接口类型的输入 

输入接口类型时，设备支持使用接口类型的全称和简称。使用接口类型的全称时，支持不完整的字

符输入；使用接口类型简称时，必须输入完整的简称。两种方式输入的接口类型均不区分大小写。

例如在输入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时，可以使用接口类型全称的不完整字符

interface g 1/0/1，也可以使用接口类型简称interface ge 1/0/1。接口类型和接口编号

之间无论输入空格与否，都可以成功进入接口视图。关于接口全名与简名的对应关系，如 表 1-2 所

示。 

表1-2 接口类型的全称和简称对应表 

接口类型全称 接口类型简称 

Bridge-Aggregation BAGG 

Ethernet 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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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类型全称 接口类型简称 

GigabitEthernet GE 

InLoopBack InLoop 

LoopBack Loop 

M-Ethernet ME 

Multicast Tunnel MTunnel 

NULL NULL 

Ten-GigabitEthernet XGE 

Vlan-interface Vlan-int 

 

1.5.4  快速输入命令行 

设备支持不完整关键字输入，即在当前视图下，当输入的字符足够匹配唯一的关键字时，可以不必

输入完整的关键字。该功能提供了一种快捷的输入方式，有助于提高操作效率。 

例如用户视图下以 s 开头的命令有 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system-view 等。 

• 如果要输入 system-view，可以直接输入 sy（不能只输入 s，因为只输入 s 时，匹配到的

关键字不唯一）。 

• 如果要输入 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可以直接输入 st s。 

可以按<Tab>键由系统自动补全关键字的全部字符，以确认系统的选择是否为所需输入的关键字。 

1.5.5  配置命令字符串的别名 

1. 功能简介 

通过本命令用户可以为命令行指定一个或多个别名，也可以为命令行开头的一个或多个关键字配置

多个别名，使其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例如： 

• 将命令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的别名配置为 shiprt 后，就可以使用别名命令

shiprt 来代替执行命令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 将命令关键字 display ip 的别名配置为 ship，就可以用别名命令 ship 执行所有以

display ip 开头的命令行，如可以使用 ship routing-table 代替执行 display ip 

routing-table，使用 ship interface 代替执行 display ip interface。 

用户成功执行的带别名的命令将以系统原始的命令形式被显示或存储。 

为了方便用户使用，系统定义了部分常用的关键字作为缺省别名，如 表 1-3 所示。 

表1-3 系统定义的缺省别名 

缺省别名 命令 

access-list acl 

end return 

erase delete 

exit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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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别名 命令 

hostname sysname 

logging info-center 

no undo 

show display 

write save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使用本特性，只有当命令行第一个关键字或者 undo 命令的第二个关键字是别名时，才按照别名命

令替换执行，否则按照非别名命令执行。例如： 

用户成功执行的带别名的命令将以系统原始的命令形式被显示或存储。 

配置别名时，可以使用$n 表示命令行中的参数或者关键字，这样既可以用别名替代部分关键字来简

化输入，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指定不同的参数或者关键字，增加了灵活性。$n 多可以使用 9 次，

n 为 1～9 的整数，表示参数或关键字出现的顺序。如果别名命令中定义了参数，则参数必须输入完

整。比如，将命令 display ip $1 | include $2的别名配置为 shinc后，如果需要执行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 include Static 命令来筛选并查看路由表中的所有静态路由信息，可

直接执行 shinc routing-table Static。 

系统定义的缺省别名无法取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给指定的命令字符串配置别名。 
alias alias command  

系统定义的缺省别名命令，请参见 表 1-3。 

(3) （可选）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显示命令字符串别名功能的相关配置。 
display alias [ alias ] 

1.5.6  修改快捷键的绑定关系 

1. 功能简介 

为方便用户快捷操作设备，设备支持 24 个快捷键。用户按下快捷键后，设备会立即执行对应的命

令行或者功能。如果这些快捷键和用户登录终端定义的快捷键冲突，或者不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

用户可使用该命令重新定义快捷键，甚至取消快捷键的绑定关系。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一个快捷键对应一个命令或功能，如果使用本命令多次定义同一快捷键，则 新配置生效。如果多

次使用本命令将多个快捷键和同一命令、功能绑定，则这些绑定的快捷键均生效。 

当用户使用终端软件与设备进行交互时，如果终端软件定义快捷键（包括用户可定义和系统保留快

捷键），则快捷键会遵从终端软件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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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修改快捷键的绑定关系。 
hotkey hotkey { command | function function | none } 

缺省情况下，各快捷键的绑定关系见 表 1-4。 

(3) （可选）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显示系统中快捷键的分配信息。 
display hotkey 

表1-4 快捷键的缺省绑定关系 

快捷键 缺省绑定的功能或命令 

CTRL_A move_the_cursor_to_the_beginning_of_the_line，表示将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开头 

CTRL_B move_the_cursor_one_character_to_the_left，表示将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 

CTRL_C stop_the_current_command，表示停止当前正在执行的功能 

CTRL_D erase_the_character_at_the_cursor，表示删除当前光标所在位置的字符 

CTRL_E move_the_cursor_to_the_end_of_the_line，表示将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末尾 

CTRL_F move_the_cursor_one_character_to_the_right，表示将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 

CTRL_G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表示显示当前配置 

CTRL_H erase_the_character_to_the_left_of_the_cursor，表示删除光标左侧的一个字符 

CTRL_K abort_the_connection_request，表示终止呼出的连接 

CTRL_L display ip routing-table，表示显示IPv4路由表信息 

CTRL_N display_the_next_command_in_the_history_buffer，表示显示历史缓冲区中的下一条

命令 

CTRL_O undo debugging all，表示关闭所有功能项的调试开关 

CTRL_P display_the_previous_command_in_the_history_buffer，表示显示历史缓冲区中的上

一条命令 

CTRL_R redisplay_the_current_line，表示重新显示当前行信息 

CTRL_T 未绑定任何命令行或功能 

CTRL_U 未绑定任何命令行或功能 

CTRL_V （暂不支持）paste_text_from_the_clipboard，表示粘贴剪贴板的内容 

CTRL_W delete_the_word_to_the_left_of_the_cursor，表示删除光标左侧连续字符串内的所有

字符 

CTRL_X delete_all_characters_from_the_beginning_of_the_line_to_the_cursor，表示删除光

标左侧所有的字符 

CTRL_Y delete_all_characters_from_the_cursor_to_the_end_of_the_line，表示删除光标所在

位置及其右侧所有的字符 

CTRL_Z return_to_the_User_View，表示退回到用户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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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 缺省绑定的功能或命令 

CTRL_] kill_incoming_connection_or_redirect_connection，表示终止当前连接 

ESC_B move_the_cursor_back_one_word，表示将光标移动到左侧连续字符串的首字符处 

ESC_D delete_all_characters_from_the_cursor_to_the_end_of_the_word，表示删除光标所

在位置及其右侧连续字符串内的所有字符 

ESC_F move_the_cursor_forward_one_word，表示将光标向右移到下一个连续字符串之前 

ESC_N （暂不支持）move_the_cursor_down_a_line，表示将光标向下移动一行（输入回车

前有效） 

ESC_P （暂不支持）move_the_cursor_up_a_line，表示将光标向上移动一行（输入回车前有

效） 

ESC_< （暂不支持）move_the_cursor_to_the_beginning_of_the_clipboard，表示将光标所

在位置指定为剪贴板的开始位置 

ESC_> （暂不支持）move_the_cursor_to_the_end_of_the_clipboard，表示将光标所在位置

指定为剪贴板的结束位置 

 

1.5.7  命令行输入回显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用户在未完成输入操作却被大量的系统信息打断时，开启此功能可以回显用户已经输入而未提交

执行的信息，方便用户继续完成未输入的内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打开命令行输入回显功能。 
info-center synchronous 

缺省情况下，命令行输入回显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命令参考”中的“信息中心”。 

1.6  解读输入错误提示信息 

命令行输入完毕后，请按<Enter>键执行该命令。设备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首先会对命令行进行合

法性检查。如果通过合法性检查，则正确执行；否则，输出错误信息，常见的错误信息如 表 1-5 所

示。 

表1-5 命令行常见错误信息表 

英文错误信息 错误原因 

% Unrecognized command found at '^' position. 命令无法解析，符号“^”指示位置出错 

% Incomplete command found at '^' position. 符号“^”指示位置的参数输入不完整 

% Ambiguous command found at '^' position. 符号“^”指示位置的关键字不明确，存在二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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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错误信息 错误原因 

% Too many parameters. 输入参数太多 

% Wrong parameter found at '^' position. 在符号“^”指示位置的参数错误 

 

1.7  使用历史命令 

1.7.1  功能简介 

用户在设备上成功执行的命令，会同时保存到用户独享的历史命令缓冲区和所有用户共享的历史命

令缓冲区。 

表1-6 历史命令缓冲区描述表 

选项 独享历史命令缓冲区 共享历史命令缓冲区 

内容 当前用户执行成功的命令 所有用户执行成功的命令 

查看 支持 支持 

调用 支持 不支持 

保存 不保存 保存 

调整大小 支持 大小固定为1024条 

 

1.7.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保存用户执行过的命令时，遵循以下原则： 

• 如果用户使用了命令的不完整形式，保存的历史命令也是不完整形式。 

• 如果用户使用了命令字符串的别名形式，保存的历史命令是原始命令形式。 

• 如果用户连续多次执行同一条命令，设备的历史命令中只保留一次。但如果执行时输入的形式

不同，将作为不同的命令对待。例如：连续多次执行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命令，设备只保存一条历史命令；如果分别执行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命令

和它的不完整形式 display cu，设备将保存为两条历史命令。 

• 如果当前历史命令缓冲区满且有新的命令需要缓存，则自动删除 早的记录，来保存新命令。 

1.7.3  操作历史命令缓冲区 

1. 查看历史命令缓冲区 

•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查看独享历史命令缓冲区。 
display history-command 

•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查看共享历史命令缓冲区。 
display history-command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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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用历史命令缓冲区 

使用上光标键↑并回车，调用上一条历史命令；使用下光标键↓并回车，可调用下一条历史命令。 

3. 配置命令缓冲区的大小 

在用户线/用户线类视图下执行 history-command max-size 命令，可调整独享历史命令缓冲区

大小。具体配置请参见“基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登录设备”。 

1.7.4  重复执行历史记录命令 

1. 功能简介 

当需要重复执行 近的历史记录命令时，使用 repeat 命令可以重复多次执行多条历史命令，并且

可以设置每次重复执行历史命令的时间间隔。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重复执行历史命令时，系统将按照历史命令的下发顺序执行。例如，用户在某视图下依次执行

命令 a、b 和 c 后，再执行 repeat 3 命令，则系统将按照 a、b 和 c 的顺序重复执行。 

• 重复执行某条历史命令时，需要先进入该命令所在的视图。重复执行多条历史命令时，需要先

进入第一条命令所在的视图。 

• 如果用户重复执行的历史命令中存在交互式命令，需要用户手动处理此交互式命令，直到交互

式命令执行结束，历史命令才会继续被重复执行。 

3. 配置步骤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重复执行历史记录命令。 
repeat [ number ] [ count times ] [ delay seconds ] 

1.8  便捷地查看显示信息 

1.8.1  控制显示信息的分屏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设备支持分屏显示功能，即当显示信息超过一屏时，系统会将信息分屏显示，并在屏

间显示“----more----”信息，表示这一屏信息已经显示完毕，自动暂停，方便查看显示信息。这时

用户可以使用 表 1-7 所示的按键来选择下一步操作。 

表1-7 分屏显示功能表 

按键 功能 

空格键 继续显示下一屏信息 

回车键 继续显示下一行信息 

<Ctrl+C> 停止显示，退回到命令行编辑状态 

<PageUp> 显示上一页信息 

<PageDown> 显示下一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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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一次查看全部显示信息，可以通过以下配置关闭当前登录用户的分屏显示功能。分屏显示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时，如果信息较多，则会连续刷屏，不方便查看。 

2. 关闭分屏显示功能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关闭当前用户的分屏显示功能。 
screen-length disable 

缺省情况下，用户登录后将遵循用户线下的 screen-length 设置。screen-length 设置的缺

省情况为：允许分屏显示，下一屏显示 24 行数据。screen-length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

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登录设备” 

命令的执行仅对当前用户本次登录有效，用户重新登录后将恢复到缺省情况。 

1.8.2  查看带行号的显示信息 

1. 功能简介 

在用 display 命令查看显示信息时，用户可以用 by-linenum 参数在显示信息的同时显示信息行

号，方便定位显示信息。 

行号占 5 个字符，通常行号后面接“:”。当 by-linenum 和 begin 参数一起使用时，行号后面还

可能接“-”，其中“:”表示该行符合匹配规则，“-”表示该行不符合匹配规则。 

2. 配置步骤 

按行显示 display 命令执行结果。 
display command | by-linenum 

3. 配置举例 

# 显示 VLAN 999 信息的同时显示行号。 
<Sysname> display vlan 999 | by-linenum 

    1:  VLAN ID: 999 

    2:  VLAN type: Static 

    3:  Route interface: Configured 

    4:  IPv4 address: 192.168.2.1 

    5:  IPv4 subnet mask: 255.255.255.0 

    6:  Description: For LAN Access 

    7:  Name: VLAN 0999 

    8:  Tagged ports:   None 

    9:  Untagged ports: None 

1.8.3  使用正则表达式过滤显示信息 

1. 功能简介 

在执行 display 命令查看显示信息时，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来过滤显示信息，以便快速的找到自

己关注的信息。 

在 display 命令中通过输入| { begin | exclude | include } regular-expression 参

数的方式来过滤显示。begin、exclude 和 include 关键字的含义如下： 

• begin：显示特定行及其以后的所有行，该特定行必须包含指定正则表达式。 

• exclude：显示不包含指定正则表达式的所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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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e：只显示包含指定正则表达式的所有行。 

正则表达式（regular-expression）为 1～256 个字符的字符串，区分大小写，它支持多种特

殊字符，特殊字符的匹配规则如 表 1-8 所示。 

表1-8 正则表达式中的特殊字符描述表 

特殊字

符 含义 举例 

^ 匹配以指定字符开始的行 ^u只能匹配以u开始的行，不能匹配以Au开始的行 

$ 匹配以指定字符结束的行 u$只能匹配以u结尾的行，不能匹配以uA结尾的行 

. 通配符，可代表任何一个字符 .s可以匹配as和bs等 

* 匹配星号前面的字符或字符串零次或

多次 
• zo*可以匹配 z 以及 zoo 

• (zo)*可以匹配 zo 以及 zozo 

+ 匹配+前面的字符或字符串一次或多次 zo+可以匹配zo以及zoo，但不能匹配z 

| 匹配|左边或右边的整个字符串 def|int只能匹配包含def或者int的字符串所在的行 

( ) 表示字符串，一般与“+”或“*”等符

号一起使用 
(123A)表示字符串123A；408(12)+可以匹配40812或
408121212等字符串，但不能匹配408 

\index 

表示重复一次指定字符串，字符串是指

\前用()括起来的字符串，index对应\前
字符串的顺序号按从左至右的顺序从1
开始编号：如果\前面只有一个字符串，

则index只能为1；如果\前面有n个字符

串，则index可以为1到n中的任意整数

(string)\1表示把string重复一次，匹配的字符串必须包含

stringstring；(string1)(string2)\2表示把string2重复一次，匹

配的字符串必须包含string1string2string2；
(string1)(string2)\1\2表示先把string1重复一次，再重复一次

string2，匹配的字符串必须包含string1string2string1string2

[ ] 
表示字符选择范围，将以选择范围内的

单个字符为条件进行匹配，只要字符串

里包含该范围的某个字符就能匹配到 

• [16A]表示可以匹配到的字符串只需要包含 1、6 或 A 中

任意一个 

• [1-36A] 表示可以匹配到的字符串只需要包含 1、2、
3、6 或 A 中任意一个（-为连接符） 

如果]需要作为普通字符出现在[ ]内时，必须把]写在[ ]中字符

的 前面，形如[]string]，才能匹配到]。[没有这样的限制 

[^] 
表示选择范围外的字符，将以单个字符

为条件进行匹配，只要字符串里包含该

范围外的某个字符就能匹配到 

[^16A]表示可匹配的字符串只需要包含1、6和A之外的任意字

符，该字符串也可以包含字符1、6或A，但不能只包含这三个

字符。例如[^16A]可以匹配abc、m16，不能匹配1、16、16A

{n} n是一个非负整数，匹配n次 o{2}不能匹配Bob，但是能匹配food 

{n,} n是一个非负整数，至少匹配n次 o{2,}不能匹配Bob，但能匹配foooood 

{n,m} 
m和n均为非负整数，其中n小于等于m。

只要字符串里包含n到m个某字符就能

匹配到 
o{1,3}能匹配fod、food、foood、foooood，但不能匹配fd 

\< 
匹配包含指定字符串的字符串，字符串

前面如果有字符则不能是数字、字母和

下划线 
\<do匹配单词domain，还可以匹配字符串doa 

\> 
匹配包含指定字符串的字符串，字符串

后面如果有字符则不能是数字、字母和

下划线 
do\>匹配单词undo，还可以匹配字符串c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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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字

符 含义 举例 

\b 匹配一个单词边界，也就是指单词和空

格间的位置 
er\b可以匹配never，但不能匹配verb 

\ber可以匹配erase，但不能匹配verb 

\B 匹配非单词边界 er\B能匹配verb，但不能匹配never 

\w \w等效于[A-Za-z0-9_]，是数字、字母

或下划线 v\w能匹配vlan，v\w还能匹配service 

\W \W等效于[^A-Za-z0-9_]，是除了数字、

字母和下划线之外的任意字符 \Wa可以匹配-a，但是不能匹配2a和ba等 

\ 
转义操作符，\后紧跟本表中罗列的单个

特殊字符时，将去除特殊字符的特定含

义 

• \\可以匹配包含\的字符串 

• \^可以匹配包含^的字符串 

• \\b 可以匹配包含\b 的字符串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正则表达式的执行时间和正则表达式的复杂程度成正比，对于复杂的正则表达式，执行时间会比较

长，如有需要，可按<CTRL+C>键终止。 

3. 配置举例 

# 查看当前生效的配置中，从包含“line”字符串的行开始到 后一行的配置信息（该显示信息与设

备型号以及用户的当前配置有关）。 
<Sysname>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 begin line 

line class aux 

 user-role network-admin 

# 

line class vty 

 user-role network-operator 

# 

line aux 0 

 user-role network-admin 

# 

line vty 0 63 

 authentication-mode none 

 user-role network-admin 

 user-role network-operator 

# 

……略…… 

# 查看设备当前处于 UP 状态的接口概要信息。 
<Sysname> display interface brief | exclude DOWN 

Brief information on interfaces in route mode: 

Link: ADM - administratively down; Stby - standby 

Protocol: (s) - spoofing 

Interface            Link Protocol Primary IP      Description 

InLoop0              UP   UP(s)    -- 

NULL0                UP   U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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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1                UP   UP       192.168.1.83 

 

Brief information on interfaces in bridge mode: 

Link: ADM - administratively down; Stby - standby 

Speed: (a) - auto 

Duplex: (a)/A - auto; H - half; F - full 

Type: A - access; T - trunk; H - hybrid 

Interface            Link Speed    Duplex Type PVID Description 

GE1/0/1              UP   1000M(a) F(a)  A    1 

# 查看 SNMP 相关配置。 
<Sysname>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 include snmp 

 snmp-agent 

 snmp-agent community write private 

 snmp-agent community read public 

 snmp-agent sys-info version all 

 snmp-agent target-host trap address udp-domain 192.168.1.26 params securityname public 

1.8.4  将显示信息保存到指定文件 

1. 功能简介 

display 命令显示的内容通常是统计信息、功能是否开启以及功能的相关参数配置，这些信息在

设备运行过程中会随着时间或者用户的配置而改变。使用本配置可以将当前显示信息保存到指定文

件，方便随时比对和查看。 

有两种方式将显示信息保存到文件中： 

• 将显示信息独立保存到指定文件：使用该方式时，该文件只包含该显示信息的内容。 

• 将显示信息以追加方式保存到已有文件：使用该方式时，该命令的显示信息会追加在指定文件

的尾部保存，该文件能包含多条显示信息的内容。 

2. 配置步骤 

• 请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将显示信息独立保存到指定文件。 
display command > filename 

• 请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将显示信息以追加方式保存到已有文件。 
display command >> filename 

3. 配置举例 

# 将 display vlan 1 命令的显示信息保存到指定文件 vlan.txt。 
<Sysname> display vlan 1 > vlan.txt 

# 查看 vlan.txt 的内容，验证 display >命令的执行效果。 
<Sysname> more vlan.txt 

VLAN ID: 1 

 VLAN type: Static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001 

 Name: VLAN 0001 

 Tagged ports:   None 

 Untagged ports: None 



1-15 

# 将 display vlan 999 的显示信息以追加方式保存到指定文件 vlan.txt。 
<Sysname> display vlan 999 >> vlan.txt 

# 查看 vlan.txt 的内容，验证 display >>命令的执行效果。 
<Sysname> more vlan.txt 

VLAN ID: 1 

 VLAN type: Static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001 

 Name: VLAN 0001 

 Tagged ports:   None 

 Untagged ports: None 

 

 VLAN ID: 999 

 VLAN type: Static 

 Route interface: Configured 

 IP address: 192.168.2.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Description: For LAN Access 

 Name: VLAN 0999 

 Tagged ports:   None 

 Untagged ports: None 

1.8.5  各种便捷查看方式的综合应用 

1. 功能简介 

执行display命令时，通过选择参数，可以同时实现“1.8.2  查看带行号的显示信息”、“1.8.3  使
用正则表达式过滤显示信息”和“1.8.4  将显示信息保存到指定文件”。 

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以综合使用各种方式便捷地查看显示信息。 
display command [ | [ by-linenum ] { begin | exclude | include } 
regular-expression ] [ > filename | >> filename ] 

3. 配置举例 

下面将通过举例示意如何将各种便捷查看方式综合应用。 

# 按行号将当前配置保存到文件 test.txt。 
<Sysname>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 by-linenum > test.txt 

# 将 SNMP 的相关配置以追加方式保存到文件 test.txt。 
<Sysname>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 include snmp >> test.txt 

# 查看当前配置，从包含“user-group”字符串的行开始到 后一行配置信息，并同时显示行号。（行

号后为“:”表示该行包含“user-group”字符串，行号后为“-”表示该行不包含“user-group”字

符串。） 
<Sysname>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 by-linenum begin user-group 

  114:  user-group system 

  115-  # 

  116-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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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BAC 
1.1  RBAC简介 

RBAC（Role Based Access Control，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通过建立“权限<->角色”的关联实现

将权限赋予给角色，并通过建立“角色<->用户”的关联实现为用户指定角色，从而使用户获得相

应角色所具有的权限。RBAC 的基本思想就是给用户指定角色，这些角色中定义了允许用户操作哪

些系统功能以及资源对象。RBAC 采用权限与用户分离的思想，提高用户权限分配的灵活性，减小

用户授权管理的复杂度，降低管理开销。 

1.1.1  角色权限分配 

为一个用户角色赋予权限的具体实现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 定义用户角色规则：实现对系统功能的操作权限的控制。例如，定义用户角色规则允许用户

配置 A 功能，或禁止用户配置 B 功能。 

• 定义资源控制策略：实现对系统资源的操作权限的控制。例如，定义资源控制策略允许用户

操作 VLAN 10。 

资源控制策略需要与用户角色规则相配合才能生效。在用户执行命令的过程中，系统对该命令涉及

的系统资源使用权限进行动态检测，因此只有用户同时拥有执行该命令的权限和使用该资源的权限

时，才能执行该命令。例如，若管理员为某用户角色定义了一条规则允许用户执行创建 VLAN 的命

令 vlan，且同时定义了一条 VLAN 策略允许用户操作 VLAN 10，则当用户被授权此用户角色并试

图创建 VLAN 10 时，操作会被允许，但试图创建其它 VLAN 时，操作会被禁止。若管理员并没有

为该用户角色定义规则允许用户执行创建 VLAN 命令，则用户即便拥有该 VLAN 资源的操作权限，

也无法执行相关的命令。 

1. 用户角色规则 

用户角色规则定义了允许/禁止用户操作某些功能的权限。一个用户角色中可以包含多条用户角色规

则，每条规则定义了是允许还是禁止用户对某命令、特性、特性组、Web 菜单、XML 元素或者 OID
进行操作。 

• 基于命令的规则：用来控制一条命令或者与指定命令关键字相匹配的一类命令是否允许被执

行。 

• 基于特性的规则：用来控制特性包含的命令是否允许被执行。 

• 基于特性组的规则：用来同时对多个特性包含的命令进行控制。 

• 基于 Web 菜单的规则：用来控制指定的 Web 菜单选项是否允许被操作。 

• 基于 XML 元素的规则：用来控制指定的 XML 元素是否允许被执行。 

• 基于 OID 的规则：用来控制指定的 OID 是否允许被 SNMP 访问。 

RBAC 对命令、特性、特性组、Web 菜单、XML 元素或者 OID 进行的操作，又包括三种类型： 

• 读类型：用于显示系统配置信息和维护信息。如显示命令 display、显示文件信息的命令 dir

为读类型的命令。 



 

1-2 

• 写类型：用于对系统进行配置。如开启信息中心功能的命令 info-center enable、配置

调试信息开关的命令 debugging 为写类型的命令。 

• 执行类型：用于执行特定的功能。如 ping 命令、与 FTP 服务器建立连接的命令 ftp 为执行

类型的命令。 

一个用户角色中可以定义多条规则，各规则以创建时指定的编号为唯一标识，被授权该角色的用户

可以执行的命令为这些规则中定义的可执行命令的并集。若这些规则定义的权限内容有冲突，则规

则编号大的有效。例如，规则 1 允许执行命令 A，规则 2 允许执行命令 B，规则 3 禁止执行命令 A，
则最终规则 2 和规则 3 生效，即禁止执行命令 A，允许执行命令 B。 

2. 资源控制策略 

资源控制策略规定了用户对系统资源的操作权限。在用户角色中可定义如下类型的资源控制策略： 

• 接口策略：定义用户允许操作的接口，包括创建并进入接口视图、删除接口。 

• VLAN 策略：定义用户允许操作的 VLAN，包括创建并进入 VLAN 视图、删除 VLAN。 

在 display 命令中指定接口/VLAN 参数并不属于应用接口/VLAN。 

3. 缺省用户角色 

系统预定义了多种用户角色，用户角色名和对应的权限如 表 1-1 所示。这些用户角色缺省均具有操

作所有系统资源的权限，但具有不同的系统功能操作权限。如果系统预定义的用户角色无法满足权

限管理需求，管理员还可以自定义用户角色来对用户权限做进一步控制。 

在所有系统预定义的用户角色当中，仅 network-admin 或者 level-15 角色的用户具有执行创建/修改

/删除本地用户和本地用户组的权限。其它角色的用户，即使被授权对本地用户和本地用户组的操作

权限，也仅仅具有修改自身密码的权限，没有除此之外的对本地用户和本地用户组的任何操作权限。 

用户以任意角色登录设备，在某视图下输入<?>会显示该视图下系统定义的缺省别名帮助信息，但

用户对帮助信息中的命令行别名未必具有实际操作权限，命令行别名的实际操作权限以原命令行的

操作权限为准。有关命令行别名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CLI”。 

用户以任意角色登录设备，均具有执行 system-view、quit 和 exit 命令的权限。 

系统预定义的用户角色中，仅 level-0～level-14 可以通过自定义规则和资源控制策略调整自身的权

限，但这种修改对于 display history-command all 命令不生效，即不能通过添加对应的规

则来更改它的缺省执行权限。 

表1-1 系统预定义的用户角色名和对应的权限 

用户角色名 权限 

network-admin 
可操作系统所有功能和资源（除安全日志文件管理相关命令display 
security-logfile summary、info-center security-logfile 
directory、security-logfile save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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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角色名 权限 

network-operator 

• 可执行系统所有功能和资源的相关 display 命令（除 display 
history-command all、display security-logfile summary
等命令，具体请通过 display role 命令查看） 

• 如果用户采用本地认证方式登录系统并被授予该角色，则可以修改自己

的密码 

• 可执行进入 XML 视图的命令 

• 可允许用户操作所有读类型的 Web 菜单选项 

• 可允许用户操作所有读类型的 XML 元素 

• 可允许用户操作所有读类型的 OID 

level-n (n = 0～15)  

• level-0：可执行命令 ping、tracert、ssh2、telnet 和 super，
且管理员可以为其配置权限 

• level-1：具有 level-0 用户角色的权限，并且可执行系统所有功能和资

源的相关 display 命令（除 display history-command all 之

外），以及管理员可以为其配置权限 

• level-2～level-8 和 level-10～level-14：无缺省权限，需要管理员为其

配置权限 

• level-9：可操作系统中绝大多数的功能和所有的资源，且管理员可以

为其配置权限，但不能操作display history-command all命令、

RBAC 的命令（Debug 命令除外）、文件管理、设备管理以及本地用户

特性。对于本地用户，若用户登录系统并被授予该角色，可以修改自己

的密码 

• level-15：具有与 network-admin 角色相同的权限 

security-audit 

安全日志管理员，仅具有安全日志文件的读、写、执行权限，具体如下： 

• 可执行安全日志文件管理相关的命令（display security-logfile 
summary、info-center security-logfile directory、
security-logfile save）。安全日志文件管理相关命令的介绍，

请参见“网络管理与监控”中的“信息中心” 

• 可执行安全日志文件操作相关的命令，例如 more 显示安全日志文件内

容；dir、mkdir 操作安全日志文件目录等，具体命令的介绍请参见“基

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文件系统管理” 

以上权限，仅安全日志管理员角色独有，其它任何角色均不具备 

该角色不能被授权给从当前用户线登录系统的用户 

 

1.1.2  为用户授权角色 

通过为用户授权角色实现角色与用户的关联。将有效的用户角色成功授权给用户后，登录设备的用

户才能以各角色所具有的权限来配置、管理或者监控设备。根据用户登录设备时采用的不同认证方

式，可以将为用户授权角色分为 AAA（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Accounting，认证、授权、

计费）方式和非 AAA 方式。 

• AAA 方式：用户登录时使用的认证方式为 scheme，用户登录设备后所拥有的用户角色由 AAA
功能进行授权。 

 若用户通过了本地授权，则由设备为其授权用户角色，授权的用户角色是在本地用户中设

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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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用户通过了远程授权，则由远程 AAA 服务器为其授权用户角色，授权的用户角色是在远

程 AAA 服务器（RADIUS 或 HWTACACS 服务器）上设置的。 

• 非 AAA 方式：用户登录时使用的认证方式为 none 或者 password，用户登录后所拥有的用

户角色是用户线下配置的用户角色。SSH 用户通过 publickey 或 password-publickey 认证登

录服务器，登录后将被授予同名的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视图下配置的授权用户角色。 

以上两种方式均支持对一个用户同时授权多个用户角色。拥有多个角色的用户可获得这些角色中被

允许执行的功能以及被允许操作的资源的集合。例如，某用户拥有角色 A，它禁止用户执行 qos 

apply policy 命令，且仅允许操作接口 2。同时，该用户拥有角色 B，它允许用户执行 qos apply 

policy 命令，且允许用户操作所有接口。则，这种情况下该用户将能够在所有接口下执行 qos 

apply policy 命令，以及可以操作所有的接口资源。 

AAA 相关内容的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用户线相关内容的介绍请参见“基础

配置指导”中的“登录设备”。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RBAC配置任务简介 

RBAC 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用户角色 

(2) 配置用户角色规则 

(3) （可选）配置特性组 

(4) 配置资源控制策略 

 配置接口资源控制策略 

 配置VLAN资源控制策略 

(5) 为用户授权角色 

 使能缺省用户角色授权功能 

 为远程AAA认证用户授权角色 

 为本地AAA认证用户授权角色 

 为非AAA认证用户授权角色 

(6)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 

a.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的认证方式 

b.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的缺省目的用户角色 

c.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的密码 

d. （可选）配置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时使用用户登录的用户名认证 

e. 切换用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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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创建用户角色 

1. 功能简介 

如果系统预定义角色无法满足用户的权限管理需求，可以自定义用户角色来对用户权限做更精细和

灵活的控制。除系统预定义的用户角色外，系统中最多允许同时创建 64 个用户角色。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用户角色，并进入用户角色视图。 
role name role-name 

缺省情况下，系统预定义的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network-operator、level-n（n 为 0～
15 的整数）、security-audit。其中，仅用户角色 level-0～level-14 可以自定义规则、资源控

制策略以及配置描述信息。 

(3) （可选）配置用户角色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用户角色描述信息。 

1.5  配置用户角色规则 

1. 功能简介 

一个用户角色中可以包含多条用户角色规则，每条规则定义了是允许或禁止用户对某命令、特性、

特性组、Web 菜单、XML 元素或者 OID 进行操作。 

• 基于非 OID 的规则匹配 

 一个用户角色中可以定义多条规则，各规则以创建时指定的编号为唯一标识，被授权该角

色的用户可以执行的命令为这些规则中定义的可执行命令的并集。若这些规则定义的权限

内容有冲突，则规则编号大的有效。例如，角色中存在“rule 1 permit command ping”，
“rule 2 permit command tracert”和“rule 3 deny command ping”，其中 rule 1 和 rule 3
冲突，规则编号大的 rule 3 生效，匹配的结果为用户禁止执行 ping 命令，允许执行 tracert
命令。 

 同时存在系统预定义规则和自定义规则的用户角色时，若预定义规则定义的权限内容与自

定义规则定义的权限内容有冲突，则以自定义规则为准。 

• 基于 OID 的规则匹配 

 与用户访问的 OID 形成最长匹配的规则生效。例如用户访问的 OID 为

1.3.6.1.4.1.25506.141.3.0.1，角色中存在“rule 1 permit read write oid 1.3.6”，“rule 2 deny 
read write oid 1.3.6.1.4.1”和“rule 3 permit read write oid 1.3.6.1.4”，其中 rule 2 与用户

访问的 OID 形成最长匹配，则认为 rule 2 与 OID 匹配，匹配的结果为用户的此访问请求被

拒绝。 

 对于定义的 OID 长度相同的规则，规则编号大的生效。例如用户访问的 OID 为

1.3.6.1.4.1.25506.141.3.0.1，角色中存在“rule 1 permit read write oid 1.3.6”，“rule 2 d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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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write oid 1.3.6.1.4.1”和“rule 3 permit read write oid 1.3.6.1.4.1”，其中 rule 2 和 rule 
3 与访问的 OID 形成最长匹配，则 rule 3 生效，匹配的结果为用户的访问请求被允许。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只有具有 network-admin 或者 level-15 用户角色的用户登录设备后才具有如下命令的操作权

限，其它系统预定义角色和用户自定义角色不能执行相应的命令。 

 display history-command all 命令。 

 以 display role、reboot、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开头的所有命令。 

 系统视图下以 role、undo role、super、undo super、password-recovery、

undo password-recovery 开头的所有命令。 

 系统视图下创建 SNMP 团体、用户或组的命令：snmp-agent community、

snmp-agent usm-user 和 snmp-agent group。 

 用户线视图下以 user-role、undo user-role、authentication-mode、undo 

authentication-mode、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undo 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开头的所有命令。 

 Schedule 视图下以 user-role、undo user-role 开头的所有命令。 

 CLI 监控策略视图下以 user-role、undo user-role 开头的所有命令。 

• 每个用户角色中最多可以配置 256 条规则，系统中的用户角色规则总数不能超过 1024。 

• 修改后的规则对于当前已经在线的用户不生效，对于之后使用该角色登录设备的用户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用户角色视图。 
role name role-name 

(3) 配置用户规则。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基于命令的规则。 
rule number { deny | permit } command command-string 

 配置基于特性的规则。 
rule number { deny | permit } { execute | read | write } * feature 
[ feature-name ] 

 配置基于特性组的规则。 
rule number { deny | permit } { execute | read | write } * feature-group 
feature-group-name 

只有特性组创建后，基于特性组的规则才能生效。 

 配置基于 Web 菜单的规则。 
rule number { deny | permit } { execute | read | write } * web-menu 
[ web-string ] 

 配置基于 XML 元素的规则。 
rule number { deny | permit } { execute | read | write } * xml-element 
[ xml-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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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基于 OID 的规则。 
rule number { deny | permit } { execute | read | write } * oid oid-string 

1.6  配置特性组 

1. 功能简介 

特性组是一个或者多个特性的集合。配置特性组便于管理员为有相同权限需求的多个特性定义统一

的用户角色规则。除系统预定义的特性组之外，最多允许创建 64 个特性组，且各特性组之间包含

的特性允许重叠。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特性组，并进入特性组视图。 
role feature-group name feature-group-name 

缺省情况下，存在两个系统预定义特性组，名称为 L2 和 L3，且不能被修改和删除。 

 L2：包含所有二层协议相关功能的命令。 

 L3：包含所有三层协议相关功能的命令。 

(3) 向特性组中添加一个特性。 
feature feature-name 

缺省情况下，自定义特性组中不包含任何特性。 

1.7  配置资源控制策略 

1.7.1  功能简介 

资源控制策略分为接口策略、VLAN 策略。所有用户角色均具有缺省的资源控制策略，允许用户具

有操作任何系统资源的权限。若要限制或区分用户对这些资源的使用权限，则应该配置资源控制策

略并在指定类型的策略中配置允许操作的资源列表。 

1.7.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修改后的资源控制策略对于当前已经在线的用户不生效，对于之后使用该角色登录设备的用户生效。 

1.7.3  配置接口资源控制策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用户角色视图。 
role name role-name 

(3) 进入接口策略视图。 
interface policy deny 

缺省情况下，用户角色具有操作任何接口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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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接口策略视图后，如果不配置允许操作的接口列表，则用户角色将没有操作任何接口的

权限。 

(4) （可选）配置允许操作的接口列表。 
permit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允许操作的接口列表，用户角色没有操作任何接口的权限。 

可以多次执行此命令向接口列表中添加允许操作的接口。 

1.7.4  配置VLAN资源控制策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用户角色视图。 
role name role-name 

(3) 进入 VLAN 策略视图。 
vlan policy deny 

缺省情况下，用户具有操作任何 VLAN 的权限。 

进入 VLAN 策略视图后，如果不配置允许操作的 VLAN 列表，则用户将没有操作任何 VLAN
的权限。 

(4) （可选）配置允许操作的 VLAN 列表。 
permit vlan vlan-id-list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允许操作的 VLAN 列表，用户没有操作任何 VLAN 的权限。 

可以多次执行此命令向 VLAN 列表中添加允许操作的 VLAN。 

1.8  为用户授权角色 

1.8.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保证对用户授权角色成功，设备上必须存在对应的被授权的用户角色。若要授权的用户角色有多

个，则只要被授权的用户角色中的一个或多个在设备上存在，相应的用户角色即可授权成功；若设

备上不存在任何一个被授权的用户角色，则用户角色授权将会失败。 

1.8.2  使能缺省用户角色授权功能 

1. 功能简介 

对于通过 AAA 认证登录设备的用户，由服务器（远程认证服务器或本地认证服务器）为其授权用

户角色。如果用户没有被授权任何用户角色，将无法成功登录设备，需要使能缺省用户角色授权功

能。为此，设备提供了一个缺省用户角色授权功能。使能该功能后，用户在没有被服务器授权任何

角色的情况下，将具有一个缺省的用户角色，该缺省用户角色可以通过参数配置为系统中已存在的

任意用户角色。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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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使能缺省用户角色授权功能。 
role default-role enable [ role-name ] 

缺省情况下，缺省用户角色授权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若未通过 authorization-attribute 命令配置本地用户或用户组的授权属性，则必须使

能缺省用户角色授权功能。关于命令 authorization-attribute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

全配置命令参考”的“AAA”。 

1.8.3  为远程AAA认证用户授权角色 

对于通过AAA远程认证登录设备的用户，由AAA服务器的配置决定为其授权的用户角色。有关AAA
以及远程 AAA 认证相关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RADIUS 服务器上的授权角色配置与服务器的具体情况有关，请参考服务器的配置指导进行；

HWTACACS 服务器上的授权角色配置必须满足格式：roles="name1 name2 namen"，其中 name1、
name2、namen 为要授权下发给用户的用户角色，可为多个，并使用空格分隔。 

需要注意的是，若 AAA 服务器同时为用户授权了包括安全日志管理员在内的多个用户角色，则仅

安全日志管理员角色生效。 

1.8.4  为本地AAA认证用户授权角色 

1. 功能简介 

对于通过本地 AAA 认证登录设备的用户，由本地用户配置决定为其授权的用户角色。有关 AAA 以

及本地用户相关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由于本地用户缺省就拥有一个用户角色，如果要赋予本地用户新的用户角色，请确认是否需

要保留这个缺省的用户角色，若不需要，请删除。 

• 系统中的最后一个安全日志管理员角色的本地用户不可被删除。 

• 安全日志管理员与其它用户角色互斥，为一个本地用户授权安全日志管理员角色时，经过界

面的交互式确认后，系统会自动删除当前用户的所有其它他用户角色。 

• 如果已经为当前本地用户授权了安全日志管理员角色，再授权其它的用户角色时，经过界面

的交互确认后，系统会自动删除当前用户的安全日志管理员角色。 

• 可通过多次执行该配置，为本地用户授权多个用户角色，最多可授权 64 个。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本地用户，并进入本地用户视图。 
local-user user-name class { manage | network } 

(3) 为本地用户授权用户角色。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ro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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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由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或 level-15 的用户创建的本地用户将被授权用户

角色 network-operator。 

1.8.5  为非AAA认证用户授权角色 

1. 功能简介 

对于不使用 AAA 认证登录设备的非 SSH 用户，由用户线配置决定为其授权的用户角色。有关用户

线相关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登录设备”。 

通过 publickey 或 password-publickey 认证登录设备的 SSH 用户，由同名的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配

置决定为其授权的用户角色。SSH 用户相关的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SSH”。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可通过多次执行本命令，配置多个用户角色，最多可配置 64 个。 

不能为从当前用户线登录系统的用户授权安全日志管理员的用户角色。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用户线或用户线类视图。 

 进入用户线视图。 
line { first-num1 [ last-num1 ] | { aux | vty } first-num2 [ last-num2 ] } 

 进入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 aux | vty } 

关于用户线和用户线视图下各属性生效情况和优先级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

中的“配置通过 CLI 登录设备”。 

(3) 为从当前用户线登录系统的用户配置授权的用户角色。 
user-role role-name 

缺省情况下，使用 AUX 用户线登录系统的用户将被授权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通过其它

用户线登录系统的用户将被授权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1.9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 

1.9.1  功能简介 

切换用户角色是指在不退出当前登录、不断开当前连接的前提下修改用户的用户角色，改变用户所

拥有的命令行权限。切换后的用户角色只对当前登录生效，用户重新登录后，又会恢复到原有角色。 

• 为了防止对设备的误操作，通常情况下建议管理员使用较低权限的用户角色登录设备、查看

设备运行参数，当需要对设备进行维护时，再临时切换到较高权限的用户角色。 

• 当管理员需要暂时离开设备或者将设备暂时交给其它人代为管理时，为了安全起见，可以临

时切换到较低权限的用户角色，来限制其他人员的操作。 

• 为了保证操作的安全性，通常用户进行用户角色切换时，均需要输入用户角色切换密码。切

换到不同的用户角色时，需要输入相应切换密码。如果服务器没有响应或者没有配置用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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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切换密码，则切换操作失败，若还有备份认证方案，则转而进行备份认证。设备支持如 表

1-2 所示的四种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方式。 

表1-2 用户角色的切换认证方式 

认证方式 涵义 说明 

local 本地密码认证 

设备验证用户输入的用户角色切换密码 

使用该方式时，需要在设备上使用super password命令设置用户

角色切换密码 

对于Console口登录的用户，在设备仅采用本地密码切换认证方式且

未配置切换密码的情况下，设备不关心用户是否输入切换密码以及输

入切换密码的内容，可允许用户成功切换用户角色 

scheme 
通过HWTACACS或
RADIUS进行远程

AAA认证 

设备将用户角色切换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发送给

HWTACACS/RADIUS服务器进行远程验证 

使用该方式时，需要进行以下相关配置： 

• 在设备上配置 HWTACACS/RADIUS 方案，并在 ISP 域中引用

已创建的 HWTACACS/RADIUS 方案，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

配置指导”中的“AAA” 

• 在 HWTACACS/RADIUS 服务器上创建相应的用户并配置密码 

local scheme 先本地密码认证，后

远程AAA认证 

先进行本地密码认证，若设备上未设置本地用户角色切换密码，使用

VTY用户线登录的用户则转为远程AAA认证，使用AUX用户线登录的

用户则可以成功切换用户角色 

scheme local 先远程AAA认证，后

本地密码认证 
先进行远程AAA认证，远程HWTACACS/RADIUS服务器无响应或设

备上的AAA远程认证配置无效时，转为本地密码认证 

 

1.9.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在进行切换操作前，请先保证配置了正确的用户角色切换密码。 

• 当使用 HWTACACS 方案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时，若未配置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时使用用户

登录的用户名认证，则系统使用用户输入的用户角色切换用户名进行角色切换认证，

HWTACACS 服务器上也必须存在相应的用户。 

 当用户要切换到 level-n 的用户角色时，要求 HWTACACS 服务器上存在能提供切换到

level-n 角色的用户。在 HWTACACS 服务器上，支持切换到用户角色 level-n 的用户也能

够支持切换到 level-0 到 level-n 之间任意的用户角色。 

 当用户要切换到非 level-n 的用户角色时，要求 HWTACACS 服务器上存在至少能提供切

换到 level-0 角色的用户，且该用户配置了取值为 allowed-roles=”role”的自定义属性（其

中 role 为要切换的目的用户角色名称）。 

• 当使用 RADIUS 方案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时，系统使用“$enabn$”形式的用户名进行用

户角色切换认证，其中 n 为用户希望切换到的用户角色 level-n 中的 n，RADIUS 服务器上也

必须存在该形式用户名的用户。与 HWTACACS 不同的是，用户进行角色切换时可输入任意

用户名，该名称在认证过程中无实际意义。 

 当用户要切换到 level-n 的用户角色时，要求 RADIUS 服务器上存在用户名为“$enabn$”
的用户。例如，用户希望切换到用户角色 level-3，输入任意用户名，系统忽略用户输入的

用户名，使用“$enab3$”形式的用户名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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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用户要切换到非 level-n 的用户角色时，要求 RADIUS 服务器上存在用户名为

“$enab0$”的用户，且该用户配置了取值为 allowed-roles=”role”的自定义属性（其中

role 为要切换的目的用户角色名称）。 

• 用户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时，系统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认证请求报文中的用户名中不

会携带域名，系统采用的切换认证方案使用缺省域。 

• 用户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时，系统发送给 HWTACACS 服务器的认证请求报文中的用户名

是否携带域名由配置决定（user-name-format），系统采用的切换认证方案由用户输入的

用户名中指定的域名决定，若该用户名中未携带域名，则使用缺省域。 

• 当用户从用户角色 a 切换到用户角色 b 后，若输入 quit 命令，将退出当前登录的用户线。 

1.9.3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的认证方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时的认证方式。 
super authentication-mode { local | scheme } * 

缺省情况下，采用 local 认证方式。 

1.9.4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的缺省目的用户角色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的缺省目的用户角色。 
super default role role-name 

缺省情况下，用户角色切换的缺省目的角色为 network-admin。 

1.9.5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的密码 

1. 功能简介 

如果用户角色的切换认证方式采用 local 认证方式，则需要配置用户角色切换的密码。如果采用

scheme 认证方式则无需此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的密码。 

（非 FIPS 模式） 
super password [ role role-name ] [ { hash | simple } string ] 

（FIPS 模式） 
super password [ role role-name ]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切换用户角色的密码。 

若不指定用户角色，则设置的是切换到当前缺省目的用户角色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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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时使用用户登录的用户名认证 

1. 功能简介 

在设备采用远程 AAA 认证方案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且用户采用用户名和密码方式登录设备的

情况下，用户切换用户角色时，设备会自动获取用户登录使用的用户名作为角色切换认证的用户名，

不再需要用户输入用户名。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启本功能后，若设备采用远程 AAA 认证方案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但用户未采用用户名和密

码方式登录设备，则用户角色切换失败。 

若设备未采用远程 AAA 认证方案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则本功能配置无法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时使用用户登录的用户名认证。 
super use-login-username 

缺省情况下，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时系统提示用户输入用户名进行认证。 

1.9.7  切换用户角色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最多可以连续进行三次切换认证，如果三次认证都失败则本轮切换失败。 

2. 配置准备 

若要执行切换用户角色的操作，必须保证当前用户具有执行本命令的权限。 

3.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切换用户角色。 
super [ role-name ] 

若不指定用户角色，则切换到当前缺省目的用户角色。缺省的目的用户角色由 super default 

role 命令指定。 

1.10  RBAC显示和维护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RBAC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3 RBAC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用户角色信息 display role [ name role-name ] 

显示特性信息 display role feature [ name feature-name | verbose ] 

显示特性组信息 display role feature-group [ name feature-group-name ] 
[ verbo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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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RBAC典型配置举例 

1.11.1  Telnet用户的本地用户角色授权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 所示，Telnet用户主机与Switch相连，需要实现Switch对Telnet用户进行本地认证并授权用

户角色。Telnet用户的登录用户名为user1@bbb，认证通过后被授权的用户角色为role1。 

role1 具有如下用户权限： 

• 允许用户执行所有特性中读类型的命令； 

• 允许用户执行创建 VLAN 以及进入 VLAN 视图后的相关命令，并只具有操作 VLAN 10～VLAN 
20 的权限。 

2. 组网图 

图1-1 Telnet 用户本地认证/授权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Telnet 用户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witch。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70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 开启 Switch 的 Telnet 服务器功能。 
[Switch] telnet server enable 

# 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采用 AAA 认证方式。 
[Switch] line vty 0 63 

[Switch-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line-vty0-63] quit 

# 配置 ISP 域 bbb 的 AAA 方法为本地认证和本地授权。 
[Switch] domain bbb 

[Switch-isp-bbb] authentication login local 

[Switch-isp-bbb] authorization login local 

[Switch-isp-bbb] quit 

# 创建用户角色 role1。 
[Switch] role name role1 

# 配置用户角色规则 1，允许用户执行所有特性中读类型的命令。 
[Switch-role-role1] rule 1 permit read feature 

# 配置用户角色规则 2，允许用户执行创建 VLAN 以及进入 VLAN 视图后的相关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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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role-role1] rule 2 permit command system-view ; vlan * 

# 进入 VLAN 策略视图，允许用户具有操作 VLAN 10～VLAN 20 的权限。 
[Switch-role-role1] vlan policy deny 

[Switch-role-role1-vlanpolicy] permit vlan 10 to 20 

[Switch-role-role1-vlanpolicy] quit 

[Switch-role-role1] quit 

#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user1。 
[Switch] local-user user1 class manage 

# 配置用户的密码是明文的 aabbcc。 
[Switch-luser-manage-user1] password simple aabbcc 

# 指定用户的服务类型是 Telnet。 
[Switch-luser-manage-user1] service-type telnet 

# 指定用户 user1 的授权角色为 role1。 
[Switch-luser-manage-user1]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role1 

# 为保证用户仅使用授权的用户角色 role1，删除用户 user1 具有的缺省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Switch-luser-manage-user1] undo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operator 

[Switch-luser-manage-user1] quit 

4. 验证配置 

用户向Switch发起Telnet连接，在Telnet客户端按照提示输入用户名user1@bbb及正确的密码后，

可成功登录 Switch，并被授予用户角色 role1，具有相应的命令行执行权限。 

可通过如下步骤验证用户的权限： 

• 可操作 VLAN 10～VLAN 20。（以创建 VLAN 10 为例）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vlan 10 

[Switch-vlan10] quit 

• 不能操作其它 VLAN。（以创建 VLAN 30 为例） 
[Switch] vlan 30 

Permission denied. 

• 可执行所有特性中读类型的命令。（以 display clock 为例） 
[Switch] display clock 

09:31:56.258 UTC Sat 01/01/2018 

[Switch] quit 

• 不能执行特性中写类型和执行类型的命令。 
<Switch> debugging role all 

Permission denied. 

<Switch> ping 192.168.1.58 

Permission denied. 

1.11.2  Telnet用户的RADIUS用户角色授权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2 所示，Telnet用户主机与Switch相连，Switch与一台RADIUS服务器相连，需要实现RADIUS
服务器对登录Switch的Telnet用户进行认证和授权。 

• 由一台 FreeRadius 服务器（IP 地址为 10.1.1.1/24）担当认证/授权 RADIUS 服务器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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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tch 与 RADIU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使用的共享密钥为 expert，认证端口号为 1812； 

• Switch 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的用户名携带域名； 

• Telnet 用户登录 Switch 时使用 RADIUS 服务器上配置的用户名 hello@bbb 以及密码进行认证，

认证通过后被授权的用户角色为 role2。 

role2 具有如下用户权限： 

• 允许用户执行 ISP 视图下的所有命令； 

• 允许用户执行 ARP 和 RADIUS 特性中读和写类型的命令； 

• 禁止用户执行 ACL 特性中读类型的命令； 

• 允许用户执行创建 VLAN 以及进入 VLAN 视图后的相关命令，并只具有操作 VLAN 1～VLAN 
20 的权限； 

• 允许用户执行进入接口视图以及接口视图下的相关命令，并具有操作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4 的权限。 

2. 组网图 

图1-2 Telnet 用户 RADIUS 认证/授权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Switch 上的配置 

# 配置接口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Telnet 用户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witch。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70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接口 VLAN 接口 3 的 IP 地址，Switch 将通过该地址与服务器通信。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0.1.1.2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3] quit 

# 开启 Switch 的 Telnet 服务器功能。 
[Switch] telnet server enable 

# 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采用 AAA 认证方式。 
[Switch] line vty 0 63 

[Switch-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line-vty0-63]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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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RADIUS 方案 rad。 
[Switch] radius scheme rad 

# 配置主认证/授权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1，认证端口号为 1812。 
[Switch-radius-rad]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1812 

# 配置与认证/授权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明文 expert。 
[Switch-radius-rad]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expert 

[Switch-radius-rad] quit 

# 配置 ISP 域 bbb 的 AAA 方法。由于 RADIUS 服务器的授权信息是随认证应答报文发给

RADIUS 客户端的，所以必须保证认证和授权方法相同。 
[Switch] domain bbb 

[Switch-isp-bbb] authentication login radius-scheme rad 

[Switch-isp-bbb] authorization login radius-scheme rad 

[Switch-isp-bbb] quit 

# 创建特性组 fgroup1。 
[Switch] role feature-group name fgroup1 

# 配置特性组 fgroup1 中包含特性 ARP 和 RADIUS。 
[Switch-featuregrp-fgroup1] feature arp 

[Switch-featuregrp-fgroup1] feature radius 

[Switch-featuregrp-fgroup1] quit 

# 创建用户角色 role2。 
[Switch] role name role2 

# 配置用户角色规则 1，允许用户执行 ISP 视图下的所有命令。 
[Switch-role-role2] rule 1 permit command system-view ; domain * 

# 配置用户角色规则 2，允许用户执行特性组 fgroup1 中所有特性的读和写类型的命令。 
[Switch-role-role2] rule 2 permit read write feature-group fgroup1 

# 配置用户角色规则 3，禁止用户执行 ACL 特性中读类型的命令。 
[Switch-role-role2] rule 3 deny read feature acl 

# 配置用户角色规则 4，允许用户执行创建 VLAN 以及进入 VLAN 视图后的相关命令。 
[Switch-role-role2] rule 4 permit command system-view ; vlan * 

# 配置用户角色规则 5，允许用户执行进入接口视图以及接口视图下的相关命令。 
[Switch-role-role2] rule 5 permit command system-view ; interface * 

# 进入 VLAN 策略视图，允许用户具有操作 VLAN 1～VLAN 20 的权限。 
[Switch-role-role2] vlan policy deny 

[Switch-role-role2-vlanpolicy] permit vlan 1 to 20 

[Switch-role-role2-vlanpolicy] quit 

# 进入接口策略视图，允许用户具有操作接口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4的

权限。 
[Switch-role-role2] interface policy deny 

[Switch-role-role2-ifpolicy] permi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role-role2-ifpolicy] quit 

[Switch-role-role2] quit 

(2) RADIUS 服务器的配置 

需要在 FreeRadius 服务器的字典文件中增加如下配置文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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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AVPair = "shell:roles=\"role2\"" 

Cisco-AVPair = "shell:roles*\"role2\"" 

关于 FreeRadius 的其它配置请参见服务器的相关手册，本文不进行详细介绍。 

4. 验证配置 

用户向Switch发起Telnet连接，在Telnet客户端按照提示输入用户名 hello@bbb及正确的密码后，

可成功登录 Switch，并被授予用户角色 role2，具有相应的命令行执行权限。 

可通过如下命令验证用户的权限： 

• 可执行 ISP 视图下所有的命令。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domain abc 

[Switch-isp-abc] authentication login radius-scheme abc 

[Switch-isp-abc] quit 

• 可执行 RADIUS 特性中读和写类型的命令。（ARP 特性同，此处不再举例） 
[Switch] radius scheme rad 

[Switch-radius-rad] primary authentication 2.2.2.2 

[Switch-radius-rad] display radius scheme rad 

RADIUS 方案的显示信息此处略。 

• 可操作 VLAN 1～VLAN 20。（以创建 VLAN 10、VLAN 30 为例） 
[Switch] vlan 10 

[Switch-vlan10] quit 

[Switch] vlan 30 

Permission denied. 

• 可操作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4。（以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GigabitEthernet1/0/5 为例） 
[Switch] vlan 10 

# 将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到 VLAN 10。 
[Switch-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 将接口 GigabitEthernet1/0/5 加入到 VLAN 10。 
[Switch-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Permission denied. 

1.11.3  Telnet用户的HWTACACS用户角色切换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3 所示，Telnet用户主机与Switch直接相连，Switch与一台HWTACACS服务器相连，需要配

置Switch实现对登录Switch的Telnet用户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具体要求如下： 

Telnet 用户登录 Switch 时进行本地认证，登录后被授予用户角色 level-0，当进行 level-0～level3
之间的任意用户角色切换或切换到 network-admin 用户角色时，首先使用 HWTACACS 认证，若

AAA 配置无效或者 HWTACACS 服务器没有响应则转为 local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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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3 Telnet 用户远端 HWTACACS 用户角色切换认证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思路 

在交换机上的配置思路如下： 

(1) 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采用 AAA 认证方式（scheme），并且使用 AAA 中的本地认证。 

 创建 ISP 域 bbb，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时采用的 login 认证和授权方法为 local。 

 创建本地用户，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密码及登录后的用户角色。 

(2) Telnet 用户进行用户角色切换时，首先使用 HWTACACS 认证，若 AAA 配置无效或者

HWTACACS 服务器没有响应则转为本地认证。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方式为 scheme local。 

 配置 HWTACACS 方案 hwtac，指定 HWTACACS 服务器 IP 地址及与其进行交互的相关参

数（HWTACACS 协议报文交互时使用的共享密钥，Switch 发送给 HWTACACS 服务器的

用户名不带域名）。在 ISP 域 bbb 下配置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方法为 hwtac。 

 配置采用本地认证方式时的用户角色切换密码。 

在 HWTACACS server 上需要添加用于用户角色切换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 

4.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Telnet 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witch。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70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VLAN 接口 3 的 IP 地址，Switch 将通过该地址与服务器通信。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0.1.1.2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3] quit 

# 开启 Switch 的 Telnet 服务器功能。 
[Switch] telnet server enable 

# 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采用 AAA 认证方式。 
[Switch] line vty 0 15 

[Switch-line-vty0-15]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1-20 

[Switch-line-vty0-15] quit 

# 配置进行用户角色切换时的认证方式为 scheme local。（首先使用 HWTACACS 认证，

若 AAA 配置无效或者 HWTACACS 服务器没有响应则转为本地认证） 
[Switch] super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local 

# 创建 HWTACACS 方案 hwtac。 
[Switch] hwtacacs scheme hwtac 

# 配置主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1，认证端口号为 49。 
[Switch-hwtacacs-hwtac]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49 

# 配置与认证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 expert。 
[Switch-hwtacacs-hwtac]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expert 

# 配置向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的用户名不携带域名。 
[Switch-hwtacacs-hwtac]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hwtacacs-hwtac] quit 

# 创建 ISP 域 bbb。 
[Switch] domain bbb 

# 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认证方法为本地认证。 
[Switch-isp-bbb] authentication login local 

# 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授权方法为本地授权。 
[Switch-isp-bbb] authorization login local 

#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方法为 hwtac。 
[Switch-isp-bbb] authentication super hwtacacs-scheme hwtac 

[Switch-isp-bbb] quit 

# 创建并配置设备管理类本地 Telnet 用户 test。 
[Switch] local-user test class manage 

[Switch-luser-manage-test] service-type telnet 

[Switch-luser-manage-test] password simple aabbcc 

# 指定 Telnet 用户登录系统后被授予的用户角色为 level-0。 
[Switch-luser-manage-test]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level-0 

# 为保证 Telnet 用户仅使用授权的用户角色 level-0，删除用户 test 具有的缺省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Switch-luser-manage-test] undo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operator 

[Switch-luser-manage-test] quit 

# 配置用户角色换认证方式为本地认证时，切换到用户角色 level-3时使用的密码为654321。 
[Switch] super password role level-3 simple 654321 

# 配置切换到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时使用的密码为 654321。 
[Switch] super password role network-admin simple 654321 

[Switch] quit 

(2) 配置 HWTACACS server 

 

下面以 ACSv4.0 为例，说明该例中 HWTACACS server 的基本配置。 

 

在 HWTACACS server 上添加用户 test，对该用户的高级属性进行设置。 



 

1-21 

 设置 Enable Password 为 enabpass； 

 设置 Max Privilege 为 Level 3，表示用户角色在 level-0 到 level-3 之间任意切换时均使用

密码 enabpass 进行认证。如果目的切换角色仅仅为 network-admin，则 Max Privilege 可

以设置为任意 Level。 

图1-4 设置 Telnet 用户的高级属性 

 
 

 设置Shell(exex)的Custom attributes属性字符串为 allowed-roles=”network-admin”，多个

角色可用空格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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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设置 Telnet 用户的 HWTACACS 属性 

 
 

5. 验证配置 

(1) Telnet 用户建立与 Switch 的连接 

在 Telnet 客户端按照提示输入用户名 test@bbb 及密码 aabbcc，即可成功登录 Switch，且只

能访问指定权限的命令。 
<Switch> telnet 192.168.1.70 

Trying 192.168.1.70 ... 

Press CTRL+K to abort 

Connected to 192.168.1.70 ... 

******************************************************************************   

* Copyright (c) 2015-2018 Beijing Unis HengYue Technology Co., Ltd.          *   

* Without the own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   

* no decompiling or reverse-engineering shall be allowed.                    *   

******************************************************************************  

 

login: test@bbb 

Password: 

<Switch>? 

User view commands: 

  ping         Ping function 

  quit         Exit from current command view 

  ssh2         Establish a secure shell client connection 

  super        Switch to a user role 

  system-view  Enter the System View 

  telnet       Establish a telnet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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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rt      Tracert function 

<Switch> 

(2) 切换用户角色 

# 在当前的用户线下执行切换到用户角色 level-3 的命令，按照提示输入 HWTACACS 用户角

色切换认证密码 enabpass，若认证成功即可将当前 Telnet 用户的角色切换到 level-3。 
<Switch> super level-3 

Username: test@bbb 

Password: <——此处需输入 HWTACACS 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密码 

User privilege role is level-3, and only those commands that authorized to the role can 
be used. 

若 ACS 服务器无响应，按照提示输入本地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密码 654321，若认证成功即可

将当前 Telnet 用户的角色切换到 level-3。 
<Switch> super level-3 

Username: test@bbb 

Password: <——此处需输入 HWTACACS 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密码 

Invalid configuration or no response from the authentication server. 

Change authentication mode to local. 

Password: <——此处需输入本地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密码 

User privilege role is level-3, and only those commands that authorized to the role can 
be used. 

切换到用户角色 level-0、level-1、level2、network-admin 的过程同上。 

1.11.4  Telnet 用户的RADIUS用户角色切换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6 所示，Telnet用户主机与Switch直接相连，Switch与一台RADIUS服务器相连，需要配置

Switch实现对登录Switch的Telnet用户进行用户级别切换认证。具体要求如下： 

Telnet 用户登录 Switch 时进行本地认证，登录后被授予用户角色 level-0，当切换到非 level-n（本

例切换到角色 network-admin）的用户角色时，首先使用 RADIUS 认证，若 AAA 配置无效或者

RADIUS 服务器没有响应则转为 local 认证。 

2. 组网图 

图1-6 Telnet 用户远端 RADIUS 用户角色切换认证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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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思路 

在 Switch 上的配置思路如下： 

(1) 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采用 AAA 认证方式（scheme），并且使用 AAA 中的本地认证。 

 创建 ISP 域 bbb，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时采用的 login 认证和授权方法为 local。 

 创建本地用户，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密码及登录后的用户角色。 

(2) Telnet 用户进行用户角色切换时，首先使用 RADIUS 认证，若 AAA 配置无效或者 RADIUS
服务器没有响应则转为本地认证。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方式为 scheme local。 

 配置 RADIUS 方案 radius，指定 RADIUS 服务器 IP 地址及与其进行交互的相关参数

（RADIUS 协议报文交互时使用的共享密钥，Switch 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带

域名）。在 ISP 域 bbb 下配置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方法为 RADIUS 方案 radius。 

 配置采用本地认证方式时的用户角色切换密码。 

在 RADIUS server 上需要添加用于用户角色切换认证的用户名“$enab0$”和密码。 

4.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Telnet 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witch。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70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VLAN 接口 3 的 IP 地址，Switch 将通过该地址与服务器通信。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0.1.1.2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3] quit 

# 开启 Switch 的 Telnet 服务器功能。 
[Switch] telnet server enable 

# 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采用 AAA 认证方式。 
[Switch] line vty 0 15 

[Switch-line-vty0-15]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line-vty0-15] quit 

# 配置进行用户角色切换时的认证方式为scheme local。（首先使用RADIUS认证，若AAA
配置无效或者 RADIUS 服务器没有响应则转为本地认证） 
[Switch] super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local 

# 创建 RADIUS 方案 radius。 
[Switch] radius scheme radius 

# 配置主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1，与认证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 expert。 
[Switch-radius-radius]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key simple expert 

# 配置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的用户名不携带域名。 
[Switch-radius-radius]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radius-radius] quit 

# 创建 ISP 域 bbb。 
[Switch] domain 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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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认证方法为本地认证。 
[Switch-isp-bbb] authentication login local 

# 配置 Telnet 用户登录授权方法为本地授权。 
[Switch-isp-bbb] authorization login local 

#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方法为 radius。 
[Switch-isp-bbb] authentication super radius-scheme radius 

[Switch-isp-bbb] quit 

# 创建并配置设备管理类本地 Telnet 用户 test。 
[Switch] local-user test class manage 

[Switch-luser-manage-test] service-type telnet 

[Switch-luser-manage-test] password simple aabbcc 

# 指定 Telnet 用户登录系统后被授予的用户角色为 level-0。 
[Switch-luser-manage-test]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level-0 

# 为保证 Telnet 用户仅使用授权的用户角色 level-0，删除用户 test 具有的缺省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Switch-luser-manage-test] undo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operator 

[Switch-luser-manage-test] quit 

# 配置用户角色换认证方式为本地认证时，切换到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时使用的密码为

abcdef654321。 
[Switch] super password role network-admin simple abcdef654321 

[Switch] quit 

(2) 配置 RADIUS server 

 

下面以 ACSv4.2 为例，说明该例中 RADIUS server 的基本配置。 

 

在 RADIUS server 上添加用户$enab0$，设置密码为 123456。并对该用户的 RADIUS 属性

中的 cisco-av-pair 属性字符串进行设置。 

图1-7 设置 Telnet 用户的 RADIUS 属性 

 

 

5. 验证配置 

(1) Telnet 用户建立与 Switch 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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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elnet 客户端按照提示输入用户名 test@bbb 及密码 aabbcc，即可成功登录 Switch，且只

能访问指定权限的命令。 
<Switch> telnet 192.168.1.70 

Trying 192.168.1.70 ... 

Press CTRL+K to abort 

Connected to 192.168.1.70... 

******************************************************************************   

* Copyright (c) 2015-2018 Beijing Unis HengYue Technology Co., Ltd.          *   

* Without the own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   

* no decompiling or reverse-engineering shall be allowed.                    *   

******************************************************************************  

 

login: test@bbb 

Password: 

<Switch>? 

User view commands: 

  ping         Ping function 

  quit         Exit from current command view 

  ssh2         Establish a secure shell client connection 

  super        Switch to a user role 

  system-view  Enter the System View 

  telnet       Establish a telnet connection 

  tracert      Tracert function 

<Switch> 

(2) 切换用户角色 

# 在当前的用户线下执行切换到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的命令，按照提示输入 RADIUS 用

户角色切换认证密码 123456，若认证成功即可将当前 Telnet 用户的角色切换到

network-admin。 
<Switch> super network-admin 

Username: test@bbb 

Password: <——此处需输入 RADIUS 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密码 

User privilege role is network-admin, and only those commands that authorized to the 
role can be used. 

若 ACS 服务器无响应，按照提示输入本地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密码 abcdef654321，若认证成

功即可将当前 Telnet 用户的角色切换到 network-admin。 
<Switch> super network-admin 

Username: test@bbb 

Password: <——此处需输入 RADIUS 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密码 

Invalid configuration or no response from the authentication server. 

Change authentication mode to local. 

Password: <——此处需输入本地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密码 

User privilege role is network-admin, and only those commands that authorized to the 
role can b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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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RBAC常见故障处理 

1.12.1  被授权的用户角色与本地用户实际拥有的权限不符 

1. 故障现象 

用户通过本地认证并被授权指定的用户角色后，发现登录设备后实际具有的权限与被授权的用户角

色权限不符。 

2. 故障分析 

可能是该本地用户被授权了其它用户角色，例如该本地用户还具有缺省的用户角色。 

3. 处理过程 

通过 display local-user 命令查看该用户实际拥有的用户权限，并删除授予用户的多余用户角

色。 

1.12.2  使用远程认证服务器进行身份认证的用户登录设备失败 

1. 故障现象 

在 AAA 配置正确及设备与服务器通信无故障的情况下，使用 RADIUS 服务器进行远程身份认证的

用户登录设备失败。 

2. 故障分析 

RBAC要求登录设备的用户必须至少拥有一个用户角色，如果用户没有被服务器授权任何用户角色，

则登录失败。 

3. 处理过程 

通过执行 role default-role enable 命令允许用户使用系统预定义的缺省用户角色登录设备，

或根据需要在服务器上为该用户添加要授权的用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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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设备方式介绍 
设备支持以下登录方式： 

• 通过 CLI 登录设备。登录成功后，可以直接输入命令行，来配置和管理设备。CLI 方式下又根

据使用的登录接口以及登录协议不同，分为：通过 Console 口、USB 口、Telnet、SSH 登录

方式。 

• 通过 Web 登录设备。登录成功后，用户可以使用 Web 界面直观地配置和管理网络设备。 

• 通过 SNMP 登录设备。登录成功后，NMS 可以通过 Set 和 Get 等操作来配置和管理设备。 

• 通过 RESTful 登录设备。登录成功后，用户可以使用 RESTful API 来配置和管理设备。 

用户首次登录设备时，只能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只有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到设备，

进行相应的配置后，才能通过其他方式登录。 

 

• 此处设备登录方式设置均假设设备启动后不进入自动配置程序。 

•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不支持 Telnet 登录、基于 HTTP 的 Web 登录以及基于 HTTP 的

RESTful 登录。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 仅 S5200S-H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支持通过 USB 口登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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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Console口首次登录设备 
1. 功能简介 

通过Console口进行本地登录是登录设备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配置通过其他方式登录设备的基础。 

2. 配置准备 

在通过 Console 口搭建本地配置环境时，需要通过超级终端或 PuTTY 等终端仿真程序与设备建立

连接。用户可以运行这些程序来连接网络设备、Telnet 或 SSH 站点。这些程序的详细介绍和使用方

法请参见该程序的使用指导。 

3. 配置步骤 

通过 Console 口登录设备时，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 将 PC 断电。 

因为 PC 机串口不支持热插拔，请不要在 PC 带电的情况下，将串口线插入或者拔出 PC 机。 

(2) 请使用产品随机附带的配置口电缆连接 PC 机和设备。请先将配置口电缆的 DB-9（孔）插头

插入 PC 机的 9 芯（针）串口中，再将 RJ-45 插头端插入设备的 Console 口中。 

 

• 连接时请认准接口上的标识，以免误插入其他接口。 

• 在拆下配置口电缆时，请先拔出 RJ-45 端，再拔下 DB-9 端。 

 

图2-1 将设备与 PC 通过配置口电缆进行连接 

 
 

(3) 给 PC 上电。 

(4) 打开终端仿真程序，按如下要求设置终端参数：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 

 停止位：1 

 奇偶校验：无 

 流量控制：无 

(5) 设备上电。 

在设备自检结束后，用户可通过键入回车进入命令交互界面。出现命令行提示符后即可键入

命令来配置设备或查看设备运行状态，需要帮助可以随时键入?。



 

3-1 

3 配置通过CLI登录设备 

3.1  通过CLI登录设备简介 

CLI 登录用户的访问行为需要由用户线管理、限制，即网络管理员可以给每个用户线配置一系列参

数，比如用户登录时是否需要认证、用户登录后的角色等。当用户通过 CLI 登录到设备的时候，系

统会给用户分配一个用户线，登录用户将受到该用户线下配置参数的约束。 

3.1.1  用户线简介 

1. 用户线类型 

设备提供如下类型的用户线： 

• AUX 用户线：用来管理和监控通过 Console 口登录的用户。 

• USB 用户线：用来管理通过 USB 接口登录的用户。 

• VTY（Virtual Type Terminal，虚拟类型终端）用户线：用来管理和监控通过 Telnet 或 SSH 登

录的用户。 

2. 用户线编号 

用户线的编号有绝对编号方式和相对编号方式。 

• 绝对编号方式 

使用绝对编号方式，可以唯一的指定一个用户线。绝对编号从0开始自动编号，每次增长1，
先给所有 AUX 用户线、其次 VTY 用户线，最后是 USB 用户线。使用 display line（不带

参数）可查看到设备当前支持的用户线以及它们的绝对编号。 

• 相对编号方式 

相对编号是每种类型用户线的内部编号，表现形式为“用户线类型 编号”。用户线的编号从

0 开始以 1 为单位递增。 

3. 用户线分配 

用户登录时，系统会根据用户的登录方式，自动给用户分配一个当前空闲的、编号最小的某类型的

用户线，整个登录过程将受该用户线视图下配置的约束。用户与用户线并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 

• 同一用户登录的方式不同，分配的用户线不同。比如用户 A 使用 Console 口登录设备时，将

受到 AUX 用户线视图下配置的约束；当使用 Telnet 登录设备时，将受到 VTY 用户线视图下

配置的约束。 

• 同一用户登录的时间不同，分配的用户线可能不同。比如用户本次使用 Telnet 登录设备，设

备为其分配的用户线是 VTY 1。当该用户下次再 Telnet 登录时，设备可能已经把 VTY 1 分配

给其他 Telnet 用户了，只能为该用户分配其他的用户线。 

如果没有空闲的、相应类型的用户线可分配，则用户不能登录设备。 



 

3-2 

3.1.2  认证方式简介 

在用户线下配置认证方式，可以要求当用户使用指定用户线登录时是否需要认证，以提高设备的安

全性。设备支持配置如下认证方式： 

• 认证方式为 none：表示下次使用该用户线登录时不需要进行用户名和密码认证，任何人都可

以登录到设备上，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FIPS 模式下不支持该认证方式。 

• 认证方式为 password：表示下次使用该用户线登录时，需要输入密码。只有密码正确，用户

才能登录到设备上。配置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后，请妥善保存密码。FIPS 模式下不支持该

认证方式。 

• 认证方式为 scheme：表示下次使用该用户线登录设备时需要进行用户名和密码认证，用户名

或密码错误，均会导致登录失败。配置认证方式为 scheme 后，请妥善保存用户名及密码。 

认证方式不同，配置不同，具体配置如 表 3-1 所示。 

表3-1 不同认证方式下配置任务简介 

认证方式 认证所需配置 

none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为不认证 

password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为password认证 

设置密码认证的密码 

scheme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为scheme认证 

在ISP域视图下为login用户配置认证方法 

 

3.1.3  用户角色简介 

用户角色中定义了允许用户配置的系统功能以及资源对象，即用户登录后执行的命令。关于用户角

色的详细描述以及配置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RBAC”。 

• 对于 none 和 password 认证方式，登录用户的角色由用户线下的用户角色配置决定。 

• 对于 scheme 认证方式，且用户通过 SSH 的 publickey 或 password-publickey 方式登录设备

时，登录用户将被授予同名的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视图下配置的授权用户角色。 

• 对于 scheme 认证方式，非 SSH 登录以及用户通过 SSH 的 password 方式登录设备时，登录

用户使用 AAA 认证用户的角色配置。尤其对于远程 AAA 认证用户，如果 AAA 服务器没有下

发用户角色且缺省用户角色授权功能处于关闭状态时，用户将不能登录设备。 

3.2  FIPS相关说明 

•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

相关描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不支持用户通过 Telnet 登录设备。 

3.3  CLI登录配置限制和指导 

通过 CLI 登录设备时，有以下限制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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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线视图下的配置优先于用户线类视图下的配置。 

• 当用户线或用户线类视图下的属性配置为缺省值时，将优先采用配置为非缺省值的视图下的

配置。 

• 用户线视图下的配置只对该用户线生效。 

• 用户线类视图下的配置修改不会立即生效，当用户下次登录后所修改的配置值才会生效。 

3.4  配置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设备 

3.4.1  功能简介 

通过Console口进行本地登录是登录设备的基本方式之一，用户可以使用本地链路登录设备，便于

系统维护。如 图 3-1 所示。具体登录步骤，请参见 通过Console口首次登录设备。 

通过 USB 口登录设备，首先需要在设备的 USB 接口插上蓝牙 Modem，用户通过移动终端与蓝牙

Modem 建立连接。登录到设备后，可通过 APP 管理设备。 

图3-1 通过 Console 口登录设备示意图 

 
 

缺省情况下，通过 Console 口登录时认证方式为 none，可直接登录。登录成功之后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缺省情况下，通过 USB 口登录时认证方式为 none，可直接登录。登录成功之后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首次登录后，建议修改认证方式以及其他参数来增强设备的安全性。 

3.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改变 Console 口/USB 口登录的认证方式后，新认证方式对新登录的用户生效。 

FIPS 模式下，不支持无需认证、密码认证，仅支持 AAA 认证（scheme）。 

3.4.3  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设备配置任务简介 

通过 Console 口/USB 口登录设备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设备的认证方式 

 配置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设备时无需认证（none） 

 配置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设备时采用密码认证（password） 

 配置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设备时采用AAA认证（scheme） 

(2) （可选）配置Console口/USB口登录方式的公共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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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配置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设备的认证方式 

1. 配置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设备时无需认证（none）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AUX/USB 用户线或 AUX/USB 用户线类视图。 

 进入 AUX/USB 用户线视图。 
line { aux | usb } first-number [ last-number ] 

 进入 AUX/USB 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 aux | usb } 

(3)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为不认证。 
authentication-mode none 

缺省情况下，用户通过 Console 口、USB 口登录，认证方式为 none。 

(4) 配置从当前用户线登录设备的用户角色。 
user-role role-name 

缺省情况下，通过 Console 口/USB 口登录设备的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2. 配置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设备时采用密码认证（password）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AUX/USB 用户线或 AUX/USB 用户线类视图。 

 进入 AUX/USB 用户线视图。 
line { aux | usb } first-number [ last-number ] 

 进入 AUX/USB 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 aux | usb } 

(3)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为密码认证。 
authentication-mode password 

缺省情况下，用户通过 Console 口、USB 口登录，认证方式为 none。 

(4) 设置认证密码。 
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 hash | simple } password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认证密码。 

(5) 配置从当前用户线登录设备的用户角色。 
user-role role-name 

缺省情况下，通过 Console 口/USB 口登录设备的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3. 配置通过Console口/USB口登录设备时采用AAA认证（scheme）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AUX/USB 用户线或 AUX/USB 用户线类视图。 

 进入 AUX/USB 用户线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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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 aux | usb } first-number [ last-number ] 

 进入 AUX/USB 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 aux | usb } 

(3)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为通过 AAA 认证。 

（非 FIPS 模式）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缺省情况下，用户通过 Console 口、USB 口登录，认证方式为 none。 

（FIPS 模式）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缺省情况下，用户登录设备的认证方式为 scheme。 

(4) 在 ISP 域视图下为 login 用户配置认证方法。 

如果选择本地认证，请配置本地用户及相关属性；如果选择远程认证，请配置 RADIUS、
HWTACACS 或 LDAP 方案。相关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3.4.5  配置Console口/USB口登录方式的公共属性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改变 Console 口/USB 口属性后会立即生效，所以通过 Console 口/USB 口登录来配置 Console 口

/USB 口属性可能在配置过程中发生连接中断，建议通过其他登录方式来配置 Console 口/USB 口属

性。 

若用户需要通过 Console 口/USB 口再次登录设备，需要改变 PC 机上运行的终端仿真程序的相应

配置，使之与设备上配置的 Console 口/USB 口属性保持一致。否则，连接失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AUX/USB 用户线或 AUX/USB 用户线类视图。 

 进入 AUX/USB 用户线视图。 

line { aux | usb } first-number [ last-number ] 

 进入 AUX/USB 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 aux | usb } 

(3) 配置设备与访问终端之间的通信参数。 

 配置设备与访问终端之间的传输速率。 
speed speed-value 

缺省情况下，用户线的传输速率为 9600bit/s。 

用户线类视图下不支持该命令。 

 配置校验方式。 
parity { even | mark | none | odd | space } 

缺省情况下，设备校验位的校验方式为 none，即不进行校验。 

用户线类视图下不支持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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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流量控制方式。 
flow-control { none | software }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流量控制方式。 

用户线类视图下不支持该命令。 

 配置数据位。 
databits { 7 | 8 } 

缺省情况下，用户线的数据位为 8 位。 

用户线类视图下不支持该命令。 

类型 支持的数据位 

传送字符的编码类型为标准ASCII码 7 

传送字符的编码类型为扩展ASCII码 8 

 

 配置停止位。 
stopbits { 1 | 1.5 | 2 } 

缺省情况下，用户线的停止位为 1 比特。 

停止位用来表示单个包的结束。停止位的位数越多，传输效率越低。用户线类视图下不支

持该命令。 

(4) 配置用户线的终端属性。 

 在用户线上启动终端服务。 
shell 

缺省情况下，所有用户线的终端服务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AUX 用户线视图下不允许关闭 shell 终端服务。 

 配置终端的显示类型。 
terminal type { ansi | vt100 } 

缺省情况下，终端显示类型为 ANSI。 

建议设备的终端类型与客户端的终端类型都配置为 VT100，或者均配置为 ANSI 的同时保

证当前编辑的命令行的总字符数不超过 80。否则客户端的终端屏幕不能正常显示。 

 配置终端屏幕一屏显示的行数。 
screen-length screen-length 

缺省情况下，终端屏幕一屏显示的行数为 24 行。 

screen-length 0 表示关闭分屏显示功能。 

 设置历史命令缓冲区大小。 
history-command max-size value 

缺省情况下，每个用户的历史缓冲区的大小为 10，即可存放 10 条历史命令。 

 设置用户线的空闲超时时间。 
idle-timeout minutes [ seconds ] 

缺省情况下，所有的用户线的超时时间为 10 分钟，如果直到超时时间到达，某用户线一直

没有用户进行操作，则该用户线将自动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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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时间为 0 表示永远不会超时。 

(5) 设置终端线路的自动执行的命令。 
auto-execute command command 

缺省情况下，终端线路未设置自动执行命令。 

用户登录到终端线路后，设备会自动依次执行 command，然后退出当前连接。 

AUX 用户线/AUX 用户线类视图下不支持该命令。 

(6) 配置快捷键。 

 配置启动终端会话的快捷键。 
activation-key character 

缺省情况下，按<Enter>键启动终端会话。 

 配置中止当前运行任务的快捷键。 
escape-key { character | default } 

缺省情况下，键入<Ctrl+C>中止当前运行的任务。 

 配置对当前用户线进行锁定并重新认证的快捷键。 
lock-key key-string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对当前用户线进行锁定并重新认证的快捷键。 

3.5  配置通过Telnet登录设备 

3.5.1  功能简介 

设备可以作为Telnet服务器，以便用户能够Telnet登录到设备进行远程管理和监控。具体配置请参见

“3.5.3  配置设备作为Telnet服务器配置”。 

设备也可以作为Telnet客户端，Telnet到其他设备，对别的设备进行管理和监控。具体配置请参见

“3.5.4  配置设备作为Telnet客户端登录其他设备”。 

3.5.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不支持 Telnet 登录。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

中的“FIPS”。 

改变 Telnet 登录的认证方式后，新认证方式对新登录的用户生效。 

3.5.3  配置设备作为Telnet服务器配置 

1. 通过Telnet登录设备配置任务简介 

设备作为 Telnet 服务器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Telnet服务 

(2) 配置设备作为 Telnet 服务器时的认证方式 

 配置Telnet登录设备时无需认证（none） 

 配置Telnet登录设备时采用密码认证（password） 

 配置Telnet登录设备时采用AAA认证（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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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配置Telnet服务器发送报文的公共属性 

(4) （可选）配置VTY用户线的公共属性 

2. 开启Telnet服务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设备的 Telnet 服务。 
telnet serv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Telnet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Telnet登录设备时无需认证（none）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TY 用户线或 VTY 用户线类视图。 

 进入 VTY 用户线视图。 

line vty first-number [ last-number ] 

 进入 VTY 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vty 

(3)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为不认证。 
authentication-mode none 

缺省情况下，Telnet 用户的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4) 配置从当前用户线登录设备的用户角色。 
user-role role-name 

缺省情况下，通过 Telnet 登录设备的用户角色为 network-operator。 

4. 配置Telnet登录设备时采用密码认证（password）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TY 用户线或 VTY 用户线类视图。 

 进入 VTY 用户线视图。 

line vty first-number [ last-number ] 

 进入 VTY 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vty 

(3)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为密码认证。 
authentication-mode password 

缺省情况下，Telnet 用户的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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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密码认证的密码。 
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 hash | simple } password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密码认证的密码。 

(5) （可选）配置从当前用户线登录设备的用户角色。 
user-role role-name 

缺省情况下，通过 Telnet 登录设备的用户角色为 network-operator。 

5. 配置Telnet登录设备时采用AAA认证（scheme）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TY 用户线或 VTY 用户线类视图。 

 进入 VTY 用户线视图。 

line vty first-number [ last-number ] 

 进入 VTY 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vty 

(3)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为通过 AAA 认证。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缺省情况下，Telent 用户的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4) 在 ISP 域视图下为 login 用户配置认证方法。 

如果选择本地认证，请配置本地用户及相关属性；如果选择远程认证，请配置 RADIUS、
HWTACACS 或 LDAP 方案。相关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6. 配置Telnet服务器发送报文的公共属性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Telnet 服务器发送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IPv4 网络） 
telnet server dscp dscp-value 

（IPv6 网络） 
telnet server ipv6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Telnet 服务器发送 Telnet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48。 

(3) 配置 Telnet 协议的端口号。 

（IPv4 网络） 
telnet server port port-number 

（IPv6 网络） 
telnet server ipv6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Telnet 协议的端口号为 23。 

(4) 配置 Telnet 登录同时在线的最大用户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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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session-limit telnet max-sessions 

缺省情况下，Telnet 方式登录同时在线的最大用户连接数为 32。 

配置本命令后，已经在线的用户连接不会受到影响，只对新的用户连接生效。如果当前在线

的用户连接数已经达到最大值，则新的连接请求会被拒绝，登录会失败。 

关于该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AAA”。 

7. 配置VTY用户线的公共属性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TY 用户线或 VTY 用户线类视图。 

 进入 VTY 用户线视图。 

line vty first-number [ last-number ] 

 进入 VTY 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vty 

(3) 设置 VTY 终端属性。 

 设置在终端线路上启动终端服务。 
shell 

缺省情况下，所有用户线的终端服务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配置终端的显示类型。 
terminal type { ansi | vt100 } 

缺省情况下，终端显示类型为 ANSI。 

 设置终端屏幕一屏显示的行数。 
screen-length screen-length 

缺省情况下，终端屏幕一屏显示的行数为 24 行。 

取值为 0 表示关闭分屏显示功能。 

 设置设备历史命令缓冲区大小。 
history-command max-size value 

缺省情况下，每个用户的历史缓冲区大小为 10，即可存放 10 条历史命令。 

 设置 VTY 用户线的空闲超时时间。 
idle-timeout minutes [ seconds ] 

缺省情况下，所有的用户线的超时时间为 10 分钟。如果 10 分钟内某用户线没有用户进行

操作，则该用户线将自动断开。 

取值为 0 表示永远不会超时。 

(4) 配置 VTY 用户线支持的协议。 
protocol inbound { all | ssh | telnet } 

缺省情况下，设备同时支持 Telnet 和 SSH 协议。 

该配置将在用户下次使用该用户线登录时生效。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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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置从用户线登录后自动执行的命令。 
auto-execute command comman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自动执行命令。 

 

在配置 auto-execute command 命令并退出登录之前，要确保可以通过其他 VTY、AUX
用户登录并更改配置，以便出现问题后，能删除该配置。 

 

配置自动执行命令后，用户在登录时，系统会自动执行已经配置好的命令，执行完命令后，

自动断开用户连接。如果这条命令引发了一个任务，系统会等这个任务执行完毕后再断开连

接。 

(6) 配置快捷键。 

 配置中止当前运行任务的快捷键。 
escape-key { character | default } 

缺省情况下，键入<Ctrl+C>中止当前运行的任务。 

 配置对当前用户线进行锁定并重新认证的快捷键。 
lock-key key-string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对当前用户线进行锁定并重新认证的快捷键。 

3.5.4  配置设备作为Telnet客户端登录其他设备 

1. 功能简介 

用户已经成功登录到了设备上，并希望将当前设备作为Telnet客户端登录到Telnet服务器上进行操作，

如 图 3-2 所示。 

图3-2 通过设备登录到其他设备 

 
 

2. 配置准备 

先配置设备 IP 地址并获取 Telnet 服务器的 IP 地址。如果设备与 Telnet 服务器相连的端口不在同一

子网内，请保证两台设备间路由可达。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指定设备作为 Telnet 客户端时，发送 Telnet 报文的源 IPv4 地址或源接口。 
telnet client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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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发送 Telnet 报文的源 IPv4 地址和源接口，使用报文路由出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 Telnet 报文的源地址。 

(3) 退回用户视图。 
quit 

(4) 设备作为 Telnet 客户端登录到 Telnet 服务器。 

（IPv4 网络） 
telnet remote-host [ service-port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 dscp dscp-value ] * 

（IPv6 网络） 
telnet ipv6 remote-host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port-number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 dscp dscp-value ] * 

3.6  配置通过SSH登录设备 

3.6.1  功能简介 

用户通过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的网络环境远程登录到设备时，SSH（Secure Shell，安全外壳）可以

利用加密和强大的认证功能提供安全保障，保护设备不受诸如 IP 地址欺诈、明文密码截取等攻击。 

• 设备可以作为SSH服务器，以便用户能够使用SSH协议登录到设备进行远程管理和监控。具

体配置请参见“3.6.2  配置设备作为SSH服务器”。 

• 设备也可以作为SSH客户端，使用SSH协议登录到别的设备，对别的设备进行管理和监控。

具体配置请参见“3.6.3  配置设备作为SSH客户端登录其他设备”。 

3.6.2  配置设备作为SSH服务器 

以下配置步骤只介绍采用 password 方式认证 SSH 客户端的配置方法，publickey 方式的配置

方法及 SSH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SSH”。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生成本地密钥对。 

（非 FIPS 模式） 
public-key local create { dsa | ecdsa [ secp192r1 | secp256r1 | secp384r1 
| secp521r1 ] | rsa } [ name key-name ] 

（FIPS 模式） 
public-key local create { dsa | ecdsa [ secp256r1 | secp384r1 | secp521r1 ] 
| rsa } [ name key-name ] 

(3) 开启 SSH 服务器功能。 
ssh serv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SSH 服务器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建立 SSH 用户，并指定 SSH 用户的认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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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h user username service-type stelnet authentication-type password 

(5) 进入 VTY 用户线或 VTY 用户线类视图。 

 进入 VTY 用户线视图。 

line vty first-number [ last-number ] 

 进入 VTY 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vty 

(6) 配 VTY 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scheme 方式。 

（非 FIPS 模式）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缺省情况下，VTY 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方式。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FIPS 模式）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缺省情况下，VTY 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scheme 方式。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7) （可选）配置 VTY 用户线支持的 SSH 协议。 

（非 FIPS 模式） 
protocol inbound { all | ssh | telnet } 

缺省情况下，设备同时支持 Telnet 和 SSH 协议。 

本配置将在用户下次使用该用户线登录时生效。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FIPS 模式） 
protocol inbound ssh 

缺省情况下，设备支持 SSH 协议。 

本配置将在用户下次使用该用户线登录时生效。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 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8) （可选）配置 SSH 方式登录设备时，同时在线的最大用户连接数。 
aaa session-limit ssh max-sessions 

缺省情况下，SSH 方式登录同时在线的最大用户连接数为 32。 

配置本命令后，已经在线的用户连接不会受到影响，只对新的用户连接生效。如果当前在线

的用户连接数已经达到最大值，则新的连接请求会被拒绝，登录会失败。 

关于该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AAA”。 

(9) （可选）退回系统视图并配置 VTY 用户线的公共属性。 

a.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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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配置 VTY 用户线的公共属性。 

详细配置请参见“3.5.3  7. 配置VTY用户线的公共属性”。 

3.6.3  配置设备作为SSH客户端登录其他设备 

1. 功能简介 

用户已经成功登录到了设备上，并希望将当前设备作为SSH客户端登录到其他设备上进行操作，如

图 3-3 所示。 

图3-3 通过设备登录到其他设备 

 
 

2. 配置准备 

先配置设备 IP 地址并获取 SSH 服务器的 IP 地址。如果设备与 SSH 服务器相连的端口不在同一子

网内，请配置路由使得两台设备间路由可达。 

3.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配置设备作为 SSH 客户端登录到 SSH 服务器。 

（IPv4 网络） 

ssh2 server 

（IPv6 网络） 
ssh2 ipv6 server 

 

为配合 SSH 服务器，设备作为 SSH 客户端时还可进一步进行其他配置，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

置指导”中的“SSH”。 

 

3.7  通过CLI登录显示和维护 

表3-2 CLI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说明 

显示用户线的相关信息 
display line [ num1 | 
{ aux | usb | vty } num2 ] 
[ summary ]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显示设备作为Telnet客户

端的相关配置信息 
display telnet client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显示当前正在使用的用户

线以及用户的相关信息 
display users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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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说明 

显示设备支持的所有用户

线以及用户的相关信息 
display users all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释放指定的用户线 free line { num1 | { aux | 
usb | vty } num2 }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系统支持多个用户同时对设备进行配置，当管理

员在维护设备时，其他在线用户的配置影响到管

理员的操作，或者管理员正在进行一些重要配置

不想被其他用户干扰时，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强制

断开该用户的连接 

不能使用该命令释放用户当前自己使用的连接 

锁定当前用户线并设置解

锁密码，防止未授权的用户

操作该线 
lock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会自动锁定当前用户线 

FIPS模式下，不支持此命令 

锁定当前用户线并对其进

行重新认证 
lock reauthentication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会自动锁定当前用户线并对

其进行重新认证 

请使用设备登录密码解除锁定并重新登录设备 

向指定的用户线发送消息 send { all | num1 | { aux | 
usb | vty } num2 }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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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通过Web登录设备 

4.1  通过Web登录设备简介 

为了方便用户对网络设备进行配置和维护，设备提供 Web 功能。用户可以通过 PC 登录到设备上，

使用 Web 界面直观地配置和维护设备。 

设备支持两种 Web 登录方式： 

• HTTP 登录方式：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用来在 Internet 上
传递 Web 页面信息。HTTP 位于 TCP/IP 协议栈的应用层，传输层采用面向连接的 TCP。设

备同时支持 HTTP 协议 1.0 和 1.1 版本。 

• HTTPS 登录方式：HTTPS（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超文本传输协议的安全版

本）是支持 SSL（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字层）协议的 HTTP 协议。HTTPS 通过

SSL 协议，能对客户端与设备之间交互的数据进行加密，能为设备制定基于证书属性的访问

控制策略，提高了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保证合法客户端可以安全地访问设备，禁止

非法的客户端访问设备，从而实现了对设备的安全管理。 

4.2  FIPS相关说明 

•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

相关描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不支持用户通过 HTTP 方式的 Web 登录。 

4.3  Web登录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设备只开启了 HTTP 服务，为了增强设备的安全性，HTTPS 服务的端口号也会被自动打开，

且在 HTTP 服务开启的状态下无法通过 undo ip https enable 命令关闭。 

4.4  Web登录配置任务简介 

Web 登录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通过 Web 登录设备 

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通过HTTP方式登录设备 

 配置通过HTTPS方式登录设备 

(2) 配置用于Web登录的本地用户 

(3) 管理Web登录用户连接 

(4) 开启Web操作日志输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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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Web登录配置准备 

在通过 Web 登录设备前，需要配置设备的 IP 地址，确保设备与 Web 登录用户间路由可达。 

4.6  配置通过HTTP方式登录设备 

(1) （可选）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配置用户访问 Web 的固定校验码。 
web captcha verification-code 

缺省情况下，用户只能使用 Web 页面显示的校验码访问 Web。 

(2)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3) 开启 HTTP 服务。 
ip http enable 

缺省情况下，HTTP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 HTTP 服务的端口号。 
ip http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HTTP 服务的端口号为 80。 

4.7  配置通过HTTPS方式登录设备 

1. 功能简介 

HTTPS 登录方式分为以下两种： 

• 简便登录方式：采用这种方式时，设备上只需开启 HTTPS 服务，用户即可通过 HTTPS 登录

设备。此时，设备使用的证书为自签名证书，使用的 SSL 参数为各个参数的缺省值。这种方

式简化了配置，但是存在安全隐患。（自签名证书指的是服务器自己生成的证书，无需从 CA
获取） 

• 安全登录方式：采用这种方式时，设备上不仅要开启 HTTPS 服务，还需要配置 SSL 服务器

端策略、PKI 域等。这种方式配置复杂，但是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SSL 的相关描述和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SSL”。PKI 的相关描述和配置请参见“安全

配置指导”中的“PKI”。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更改 HTTPS 服务与 SSL 服务器端的关联策略，需要先关闭 HTTP 和 HTTPS 服务，再重新配

置 HTTPS 服务与 SSL 服务器端策略关联，最后重新开启 HTTP 服务和 HTTPS 服务，新的策

略即可生效。 

• 如需恢复 HTTPS 使用自签名证书的情况，必须先关闭 HTTP 和 HTTPS 服务，再执行 undo 

ip https ssl-server-policy，最后重新开启 HTTP 服务和 HTTPS 服务即可。 

• 开启 HTTPS 服务，会触发 SSL 的握手协商过程。在 SSL 握手协商过程中，如果设备的本地

证书不存在，则 SSL 协商过程会触发证书申请流程。由于证书申请需要较长的时间，会导致

SSL 协商不成功，从而无法正常启动 HTTPS 服务。此时，需要多次执行 ip https enable

命令，HTTPS 服务才能正常启动。 



 

4-3 

• 如果配置 HTTPS 服务与证书属性访问控制策略关联，则必须同时在与 HTTPS 服务关联的

SSL 服务器端策略中配置 client-verify enable 命令，且证书属性访问控制策略中必须

至少包括一条 permit 规则，否则任何 HTTPS 客户端都无法登录设备。 

3. 配置通过HTTPS方式登录设备 

(1) （可选）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配置用户访问 Web 的固定校验码。 
web captcha verification-code 

缺省情况下，用户只能使用 Web 页面显示的校验码访问 Web。 

(2)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3) （可选）配置 HTTPS 服务与其他策略的关联。 

 配置 HTTPS 服务与 SSL 服务器端策略关联。 
ip https ssl-server-policy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HTTPS 服务未与 SSL 服务器端策略关联，HTTPS 使用自签名证书。 

 配置 HTTPS 服务与证书属性访问控制策略关联。 
ip https certificate access-control-policy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HTTPS 服务未与证书属性访问控制策略关联。 

通过将 HTTPS 服务与已配置的客户端证书属性访问控制策略关联，可以实现对客户端的

访问权限进行控制。证书属性访问控制策略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PKI”。 

(4) 开启 HTTPS 服务。 
ip https enable 

缺省情况下，HTTPS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5) （可选）配置 HTTPS 服务的端口。 
ip https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HTTPS 服务的端口号为 443。 

(6) （可选）配置使用 HTTPS 登录设备时的认证方式。 
web https-authorization mode { auto | manual } 

缺省情况下，用户使用 HTTPS 登录设备时采用的认证模式为 manual。 

4.8  配置用于Web登录的本地用户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本地用户用于 Web 登录，并进入本地用户视图。 
local-user user-name [ class manage ] 

(3) （可选）设置本地用户的密码。 

（非 FIPS 模式） 
password [ { hash | simple } password ]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本地用户密码，即本地用户认证时无需输入密码，只要用户名有效且其

他属性验证通过即可认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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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PS 模式） 
password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本地用户密码，但本地用户认证时不能成功。 

(4) 配置 Web 登录用户的属性。 

 配置 Web 登录的用户角色。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user-role 

缺省情况下，Web 登录的用户角色为 network-operator。 

 配置 Web 登录用户的服务类型。 
service-type {  http | https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用户的服务类型。 

4.9  管理Web登录用户连接 

1. 配置Web登录用户连接的超时时间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Web 登录用户连接的超时时间。 
web idle-timeout minutes 

缺省情况下，Web 闲置超时时间为 10 分钟。 

2. 配置同时在线的最大Web用户连接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同时在线的最大 Web 用户连接数。 
aaa session-limit { http | https } max-sessions 

缺省的同时在线的最大 Web 用户连接数为 32。 

配置本命令后，已经在线的用户连接不会受到影响，只对新的用户连接生效。如果当前在线

的用户连接数已经达到最大值，则新的连接请求会被拒绝，登录会失败。关于该命令的详细

描述，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AAA”。 

3. 强制在线Web用户下线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强制在线 Web 用户下线。 
free web users { all | user-id user-id | user-name user-name } 

4.10  开启Web操作日志输出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Web 操作日志输出功能。 
webui 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Web 操作日志输出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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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通过Web登录设备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Web 用户的信息、HTTP 的状态信

息和 HTTPS 的状态信息，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4-1 Web 用户显示 

操作 命令 

显示HTTP的状态信息 display ip http 

显示HTTPS的状态信息 display ip https 

显示Web的页面菜单树 display web menu [ chinese ] 

显示Web用户的相关信息 display web users 

 

4.12  通过Web登录设备典型配置举例 

4.12.1  使用HTTP方式登录设备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PC 与设备通过 IP 网络相连且路由可达，PC 和设备 Vlan-interface1 的 IP 地址分别为

192.168.101.99/24 和 192.168.100.99/24。 

2. 组网图 

图4-1 配置 HTTP 方式登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 配置 Web 用户名为 admin，认证密码为 admin，服务类型为 http，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Sysname] local-user admin 

[Sysname-luser-manage-admin] service-type http 

[Sysname-luser-manage-admin]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ysname-luser-manage-admin] password simple admin 

[Sysname-luser-manage-admin] quit 

# 配置开启 HTTP 服务。 
[Sysname] ip http enable 

(2) 配置 PC 

在 PC 的浏览器地址栏内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并回车，浏览器将显示 Web 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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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 用户登录”对话框中输入用户名、密码及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后即可登录，显

示 Web 初始页面。成功登录后，用户可以在配置区对设备进行相关配置。 

4.12.2  使用HTTPS方式登录设备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可以通过 Web 页面访问和控制设备。为了防止非法用户访问和控制设备，提高设备管理的安

全性，设备要求用户以 HTTPS 的方式登录 Web 页面，利用 SSL 协议实现用户身份验证，并保证

传输的数据不被窃听和篡改。 

为了满足上述需求，需要进行如下配置： 

• 配置 Device 作为 HTTPS 服务器，并为 Device 申请证书。 

• 为 HTTPS 客户端 Host 申请证书，以便 Device 验证其身份。 

其中，负责为 Device 和 Host 颁发证书的 CA（Certificate Authority，证书颁发机构）名称为 new-ca。 

 

• 本配置举例中，采用 Windows Server 作为 CA。在 CA 上需要安装 SCEP（Simple Certificate 
Enrollment Protocol，简单证书注册协议）插件。 

• 进行下面的配置之前，需要确保 Device、Host、CA 之间路由可达。 

 

2. 组网图 

图4-2 HTTPS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HTTPS 服务器 Device 

# 配置 PKI 实体 en，指定实体的通用名为 http-server1、FQDN 为 ssl.security.com。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pki entity en 

[Device-pki-entity-en] common-name http-server1 

[Device-pki-entity-en] fqdn ssl.security.com 

[Device-pki-entity-en] quit 

# 配置 PKI 域 1，指定信任的 CA 名称为 new-ca、注册服务器的 URL 为

http://10.1.2.2/certsrv/mscep/mscep.dll、证书申请的注册受理机构为 RA、实体名称为 en。 
[Device] pki dom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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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pki-domain-1] ca identifier new-ca 

[Device-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url http://10.1.2.2/certsrv/mscep/mscep.dll 

[Device-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from ra 

[Device-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entity en 

# 指定证书申请使用的 RSA 密钥对名称为“hostkey”，用途为“通用”，密钥对长度为 1024
比特。 
[Device-pki-domain-1] public-key rsa general name hostkey length 1024 

[Device-pki-domain-1] quit 

# 生成本地的 RSA 密钥对。 
[Device]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 获取 CA 的证书。 
[Device] pki retrieve-certificate domain 1 ca 

# 为 Device 申请证书。 
[Device] pki request-certificate domain 1 

# 创建 SSL 服务器端策略 myssl，指定该策略使用 PKI 域 1，并配置服务器端需要验证客户端

身份。 
[Device] ssl server-policy myssl 

[Device-ssl-server-policy-myssl] pki-domain 1 

[Device-ssl-server-policy-myssl] client-verify enable 

[Device-ssl-server-policy-myssl] quit 

# 创建证书属性组 mygroup1，并配置证书属性规则，该规则规定证书颁发者的 DN
（Distinguished Name，识别名）中包含 new-ca。 
[Device] pki certificate attribute-group mygroup1 

[Device-pki-cert-attribute-group-mygroup1] attribute 1 issuer-name dn ctn new-ca 

[Device-pki-cert-attribute-group-mygroup1] quit 

# 创建证书访问控制策略 myacp，并建立控制规则，该规则规定只有由 new-ca 颁发的证书可

以通过证书访问控制策略的检测。 
[Device] pki certificate access-control-policy myacp 

[Device-pki-cert-acp-myacp] rule 1 permit mygroup1 

[Device-pki-cert-acp-myacp] quit 

# 配置 HTTPS 服务与 SSL 服务器端策略 myssl 关联。 
[Device] ip https ssl-server-policy myssl 

# 配置 HTTPS 服务与证书属性访问控制策略 myacp 关联，确保只有从 new-ca 获取证书的

HTTPS 客户端可以访问 HTTPS 服务器。 
[Device] ip https certificate access-control-policy myacp 

# 开启 HTTPS 服务。 
[Device] ip https enable 

# 创建本地用户 usera，密码为 123，服务类型为 https，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Device] local-user usera 

[Device-luser-usera] password simple 123 

[Device-luser-usera] service-type https 

[Device-luser-usera]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2) 配置 HTTPS 客户端 Host 

在 Host 上打开 IE 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10.1.2.2/certsrv，根据提示为 Host 申请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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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证配置结果 

在 Host 上打开 IE 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10.1.1.1，选择 new-ca 为 Host 颁发的证书，即

可打开 Device 的 Web 登录页面。在登录页面，输入用户名 usera，密码 123，则可进入 Device
的 Web 配置页面，实现对 Device 的访问和控制。 

 

• HTTPS 服务器的 URL 地址以“https://”开始，HTTP 服务器的 URL 地址以“http://”开始。 

• PKI 配置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PKI”； 

•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公钥管

理”； 

• SSL 配置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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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通过SNMP登录设备 
使用SNMP协议，用户可通过NMS（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网络管理系统）登录到设备

上，通过Set和Get等操作对设备进行管理、配置，如 图 5-1 所示。 

图5-1 通过 SNMP 登录设备组网图 

 
 

通过 SNMP 登录设备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AgentNMS

MIBGet/Set requests

Get/Set responses 
and Tr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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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通过RESTful登录设备 

6.1  通过RESTful登录设备简介 

为了方便用户对网络设备进行配置和维护，设备提供了 RESTful API（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用户遵循 API 参数和返回值约定，使用 python、ruby
或 java 等语言进行编程，发送 HTTP 或 HTTPS 报文到设备进行认证，认证成功后，可以通过在

HTTP 或 HTTPS 报文中指定 RESTful API 操作来配置和维护设备，这些操作包括 Get、Put、Post、
Delete 等等。 

设备支持 HTTP 和 HTTPS 两种方式在 Internet 上传递 RESTful 请求信息。 

6.2  FIPS相关说明 

•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

相关描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不支持用户通过 HTTP 方式的 RESTful 登录。 

6.3  配置通过基于HTTP的RESTful方式登录设备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基于 HTTP 的 RESTful 功能。 
restful http enable 

缺省情况下，基于 HTTP 的 RESTful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创建本地用户用于 RESTful 登录，并进入本地用户视图。 
local-user user-name [ class manage ] 

(4) 设置本地用户的密码。 
password [ { hash | simple } password ] 

(5) （可选）配置 RESTful 用户的角色。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user-role 

缺省情况下，RESTful 用户的角色为 network-operator。 

(6) 配置 RESTful 用户的服务类型为 HTTP。 
service-type http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用户的服务类型。 

6.4  配置通过基于HTTPS的RESTful方式登录设备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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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启基于 HTTPS 的 RESTful 功能。 
restful https enable 

缺省情况下， 基于 HTTPS 的 RESTful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创建本地用户用于 RESTful 登录，并进入本地用户视图。 
local-user user-name [ class manage ] 

(4) 设置本地用户的密码。 

（非 FIPS 模式） 
password [ { hash | simple } password ] 

（FIPS 模式） 
password 

(5) （可选）配置 RESTful 用户的角色。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user-role 

缺省情况下，RESTful 用户的角色为 network-operator。 

(6) 配置 RESTful 用户的服务类型为 HTTPS。 
service-type http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用户的服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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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登录用户的控制 

7.1  登录用户控制简介 

通过引用 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问控制列表），可以对访问设备的登录用户进行控制： 

• 当未引用 ACL、或者引用的 ACL 不存在、或者引用的 ACL 为空时，允许所有登录用户访问

设备； 

• 当引用的 ACL 非空时，则只有 ACL 中 permit 的用户才能访问设备，其他用户不允许访问设

备，以免非法用户访问设备。 

关于 ACL 的详细描述和介绍请参见“ACL 和 QoS 配置指导”中的“ACL”。 

用户登录后，可以通过 AAA 功能来对用户使用的命令行进行授权和计费。 

7.2  FIPS相关说明 

•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

相关描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不支持用户通过 Telnet 登录和 HTTP 方式的 Web 登录。 

7.3  配置对Telnet/SSH用户的控制 

7.3.1  配置对Telnet用户的控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对 Telnet 用户的访问控制。 

（IPv4 网络） 

telnet server acl { advanced-acl-number | basic-acl-number | mac 

mac-acl-number } 

（IPv6 网络） 

telnet server ipv6 acl { ipv6 { advanced-acl-number | basic-acl-number } 
| mac mac-acl-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对 Telnet 用户进行 ACL 限制。 

(3) （可选）开启匹配 ACL deny 规则后打印日志信息功能。 
telnet server acl-deny-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匹配 ACL deny 规则后打印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7.3.2  配置对SSH用户的控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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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对 SSH 用户的访问控制。 

（IPv4 网络） 

ssh server acl { advanced-acl-number | basic-acl-number | mac 

mac-acl-number } 

（IPv6 网络） 

ssh server ipv6 acl { ipv6 { advanced-acl-number | basic-acl-number } 
| mac mac-acl-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 SSH 用户进行 ACL 限制。 

(3) （可选）开启匹配 ACL deny 规则后打印日志信息功能。 
ssh server acl-deny-log enable 

关于 ssh server acl、ssh server ipv6 acl 和 ssh server acl-deny-log enable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SSH”。 

7.3.3  对Telnet用户的控制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通过源 IP对Telnet进行控制，仅允许来自10.110.100.52和10.110.100.46的Telnet用户访问设备。 

2. 组网图 

图7-1 使用 ACL 对 Telnet 用户进行控制 

 
 

3. 配置步骤 

# 定义 ACL。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acl basic 2000 match-order config 

[Sysname-acl-ipv4-basic-2000] rule 1 permit source 10.110.100.52 0 

[Sysname-acl-ipv4-basic-2000] rule 2 permit source 10.110.100.46 0 

[Sysname-acl-ipv4-basic-2000] quit 

# 引用 ACL，允许源地址为 10.110.100.52 和 10.110.100.46 的 Telnet 用户访问设备。 
[Sysname] telnet server ac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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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配置对Web用户的控制 

7.4.1  配置通过源IP对Web用户进行控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引用访问控制列表对 Web 用户进行控制。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对 HTTP 登录用户进行控制： 
ip http acl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对 HTTPS 登录用户进行控制： 
ip https acl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缺省情况下，Web 用户没有引用访问控制列表。 

7.4.2  对Web用户的控制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通过源 IP 对 Web 用户进行控制，仅允许来自 10.110.100.52 的 Web 用户访问设备。 

2. 组网图 

图7-2 对 Device 的 HTTP 用户进行 ACL 控制 

 
 

3. 配置步骤 

# 定义基本访问控制列表。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acl basic 2030 match-order config 

[Sysname-acl-ipv4-basic-2030] rule 1 permit source 10.110.100.52 0 

# 引用访问控制列表，仅允许来自 10.110.100.52 的 Web 用户访问设备。 
[Sysname] ip http acl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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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配置对NMS的控制 

7.5.1  功能简介 

对 NMS 的访问进行控制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7.5.2  对NMS的控制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通过源 IP 对 NMS 进行控制，仅允许来自 10.110.100.52 和 10.110.100.46 的 NMS 访问设备。 

2. 组网图 

图7-3 使用 ACL 对 NMS 进行控制 

 
 

3. 配置步骤 

# 定义基本 ACL。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acl basic 2000 match-order config 

[Sysname-acl-ipv4-basic-2000] rule 1 permit source 10.110.100.52 0 

[Sysname-acl-ipv4-basic-2000] rule 2 permit source 10.110.100.46 0 

[Sysname-acl-ipv4-basic-2000] quit 

# 引用 ACL，仅允许来自 10.110.100.52 和 10.110.100.46 的 NMS 访问设备。 
[Sysname] snmp-agent community read aaa acl 2000 

[Sysname] snmp-agent group v2c groupa acl 2000 

[Sysname] snmp-agent usm-user v2c usera groupa acl 2000 

7.6  配置命令行授权功能 

7.6.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用户登录设备后可以使用的命令行由用户拥有的用户角色决定。当用户线采用 AAA
认证方式并配置命令行授权功能后，用户可使用的命令行将受到用户角色和 AAA 授权的双重限制。

用户每执行一条命令都会进行授权检查，只有授权成功的命令才被允许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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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要使配置的命令行授权功能生效，还需要在 ISP 域视图下配置命令行授权方法。命令行授权方法可

以和 login 用户的授权方法相同，也可以不同。相关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7.6.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用户线/用户线类视图。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进入用户线视图。 
line { first-number1 [ last-number1 ] | { aux | usb | vty } first-number2 
[ last-number2 ] } 

 进入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 aux | usb | vty } 

用户线视图下的配置优先于用户线类视图下的配置。用户线视图下的属性配置为缺省值时，

将采用用户线类视图下配置的值。用户线类视图下的配置修改会在用户下次登录后生效。 

(3)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为通过 AAA 认证。 

（非 FIPS 模式）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缺省情况下，用户通过 Console 口登录，认证方式为 none；通过 USB 口登录，认证方式为

none；用户通过 VTY 用户线登录，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FIPS 模式）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缺省情况下，用户登录设备的认证方式为 scheme。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4) 开启命令行授权功能。 
command authorization 

缺省情况下，命令行授权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即用户登录后执行命令行不需要授权。 

如果用户类视图下开启了命令行授权功能，则该类型用户线视图都开启命令行授权功能，并

且在该类型用户线视图下将无法关闭命令行授权功能。 

7.6.4  命令行授权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为了保证 Device 的安全，需要对登录用户执行命令的权限进行限制：用户 Host A 登录设备后，输

入的命令必须先获得 HWTACACS 服务器的授权，才能执行。否则，不能执行该命令。如果

HWTACACS 服务器故障导致授权失败，则采用本地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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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7-4 命令行授权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在设备上配置 IP 地址，以保证 Device 和 Host A、Device 和 HWTACACS server 之间互相路由

可达。（配置步骤略） 

# 开启设备的 Telnet 服务器功能，以便用户访问。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telnet server enable 

# 配置用户登录设备时，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 AAA 认证，可以使用的命令由认证结果决定。 
[Device] line vty 0 4 

[Device-line-vty0-4]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开启命令行授权功能，限制用户只能使用授权成功的命令。 
[Device-line-vty0-4] command authorization 

[Device-line-vty0-4] quit 

# 配置 HWTACACS 方案：授权服务器的 IP 地址:TCP 端口号为 192.168.2.20:49（该端口号必须和

HWTACACS 服务器上的设置一致），报文的加密密码是 expert，登录时不需要输入域名，使用缺省

域。 
[Device] hwtacacs scheme tac 

[Device-hwtacacs-tac]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2.20 49 

[Device-hwtacacs-tac] primary authorization 192.168.2.20 49 

[Device-hwtacacs-tac]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expert 

[Device-hwtacacs-tac] key authorization simple expert 

[Device-hwtacacs-tac]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hwtacacs-tac] quit 

# 配置缺省域的命令行授权 AAA 方案，使用 HWTACACS 方案。 
[Device] domain system 

[Device-isp-system] authentication login hwtacacs-scheme tac local 

[Device-isp-system] authorization command hwtacacs-scheme tac local 

[Device-isp-system] quit 

# 配置本地认证所需参数：创建本地用户 monitor，密码为明文的 123，可使用的服务类型为 telnet，
用户角色为 level-1。 
[Device] local-user monitor 

[Device-luser-manage-monitor] password simple 123 

[Device-luser-manage-monitor] service-type t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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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luser-manage-monitor]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level-1 

7.7  配置命令行计费功能 

7.7.1  功能简介 

当用户线采用 AAA 认证方式并配置命令行计费功能后，系统会将用户执行过的命令记录到

HWTACACS 服务器上，以便集中监视用户对设备的操作。命令行计费功能生效后，如果没有配命

令行授权功能，则用户执行的每一条合法命令都会发送到 HWTACACS 服务器上做记录；如果配置

了命令行授权功能，则用户执行的并且授权成功的命令都会发送到 HWTACACS 服务器上做记录。 

7.7.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要使配置的命令行计费功能生效，还需要在 ISP 域视图下配置命令行计费方法。命令行计费方法、

命令行授权方法、login 用户的授权方法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相关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

导”中的“AAA”。 

7.7.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用户线/用户线类视图。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进入用户线视图。 
line { first-number1 [ last-number1 ] | { aux | usb | vty } first-number2 
[ last-number2 ] } 

 进入用户线类视图。 
line class { aux | usb | vty } 

用户线视图下的配置优先于用户线类视图下的配置。用户线视图下的属性配置为缺省值时，

将采用用户线类视图下配置的值。用户线类视图下的配置修改将在用户下次登录后生效。 

(3) 设置登录用户的认证方式为通过 AAA 认证。 

（非 FIPS 模式）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缺省情况下，用户通过 Console 口登录，认证方式为 none；通过 USB 口登录，认证方式为

none；用户通过 VTY 用户线登录，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FIPS 模式）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缺省情况下，用户登录设备的认证方式为 scheme。 

用户线视图下，authentication-mode 和 protocol inbound存在关联绑定关系，当两

条命令中的任意一条配置了非缺省值，那么另外一条取用户线下的值。 

(4) 开启命令行计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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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accounting 

缺省情况下，命令行计费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如果用户类视图下开启了命令行计费功能，则该类型用户线视图都开启命令行计费功能，并

且在该类型用户线视图下将无法关闭命令行计费功能。 

7.7.4  命令行计费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为便于集中控制、监控用户对设备的操作，需要将登录用户执行的命令发送到 HWTACACS 服务器

进行记录。 

2. 组网图 

图7-5 命令行计费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开启设备的 Telnet 服务器功能，以便用户访问。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telnet server enable 

# 配置使用 Console 口登录设备的用户执行的命令需要发送到 HWTACACS 服务器进行记录。 
[Device] line aux 0 

[Device-line-aux0] command accounting 

[Device-line-aux0] quit 

# 配置使用 Telnet 或者 SSH 登录的用户执行的命令需要发送到 HWTACACS 服务器进行记录。 
[Device] line vty 0 63 

[Device-line-vty0-63] command accounting 

[Device-line-vty0-63] quit 

# 配置 HWTACACS 方案：计费服务器的 IP 地址:TCP 端口号为 192.168.2.20:49，报文的加密密码

是 expert，登录时不需要输入域名，使用缺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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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hwtacacs scheme tac 

[Device-hwtacacs-tac]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2.20 49 

[Device-hwtacacs-tac] key accounting simple expert 

[Device-hwtacacs-tac]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hwtacacs-tac] quit 

# 配置缺省域的命令行计费 AAA 方案，使用 HWTACACS 方案。 
[Device] domain system 

[Device-isp-system] accounting command hwtacacs-scheme tac 

[Device-isp-system]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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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TP 
1.1  FTP简介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文件传输协议）用于在 FTP 服务器和 FTP 客户端之间传输文件，是

IP 网络上传输文件的通用协议。 

FTP 协议使用 TCP 端口 20 和 21 进行传输。端口 20 用于传输数据，端口 21 用于传输控制消息。 

设备既可以作为 FTP 服务器，也可以作为 FTP 客户端。 

1.1.1  FTP文件传输模式 

FTP 有两种文件传输模式： 

• 二进制模式，用于传输非文本文件（比如后缀名为.app、.bin 和.btm 的文件）； 

• ASCII 码模式，用于传输文本格式的文件（比如后缀名为.txt、.bat 和.cfg 的文件）。 

当设备作为 FTP 客户端时，用户可通过命令行指定使用的传输模式，缺省为二进制模式；当设备作

为 FTP 服务器时，使用的传输模式由 FTP 客户端决定。 

1.1.2  FTP工作方式 

FTP 有两种工作方式： 

• 主动方式（PORT）：建立数据连接时由 FTP 服务器发起连接请求，当 FTP 客户端处于防火墙

后时不适用（如 FTP 客户端处于私网内）。 

• 被动方式（PASV）：建立数据连接时由 FTP 客户端发起连接请求，当 FTP 服务器限制客户端

连接其高位端口（一般情况下大于 1024）时不适用。 

是否使用被动方式由 FTP 客户端程序决定，不同 FTP 客户端软件对 FTP 工作方式的支持情况可能

不同，请在使用时以软件的实际情况为准。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配置FTP服务器 

1.3.1  FTP服务器配置任务简介 

FTP 服务器配置任务如下： 

(1) 启动FTP服务器功能 

(2) 配置FTP服务器的认证和授权 

(3) （可选）配置FTP服务器访问限制 

(4) （可选）配置FTP服务器连接管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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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选）配置FTP服务器引用SSL 

(6) （可选）配置FTP服务器发送报文的DSCP优先级 

(7) （可选）释放已建立的FTP连接 

1.3.2  启动FTP服务器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启动 FTP 服务器功能。 
ftp serv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FTP 服务器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3.3  配置FTP服务器的认证和授权 

只有认证通过并授权成功的用户，才能通过 FTP 访问设备上的指定路径。 

设备对 FTP 客户端的认证，有以下两种方式： 

• 本地认证：设备作为认证服务器，在本设备上验证 FTP 客户端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合法。 

• 远程认证：远程认证是指设备将用户输入的用户名/密码发送给远端的认证服务器，由认证服

务器来验证用户名/密码是否匹配。 

设备对 FTP 客户端的授权，有以下两种方式： 

• 本地授权：设备给 FTP 客户端授权，指定 FTP 客户端可以使用设备上的某个路径。 

• 远程授权：远程服务器给 FTP 客户端授权，指定 FTP 客户端可以使用设备上的某个路径。 

关于认证和授权的详细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1.3.4  配置FTP服务器访问限制 

1. 功能简介 

通过将 FTP 服务与 ACL 关联，可以过滤掉来自某些 FTP 客户端的 FTP 请求报文，只允许符合 ACL
过滤规则的 FTP 客户端访问设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该配置只过滤新建立的 FTP 连接，不会对已建立的 FTP 连接和操作造成影响。如果多次使用该命

令配置 FTP 服务与 ACL 关联，FTP 服务将只与最后一次配置的 ACL 关联。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FTP 服务器访问限制。 
ftp server acl { advanced-acl-number | basic-acl-number | ipv6 
{ advanced-acl-number | basic-acl-number } } 

缺省情况下，FTP 服务器的访问不受 ACL 限制。 

(3) 开启匹配 ACL deny 规则后打印日志信息功能. 
ftp server acl-deny-lo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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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匹配 ACL deny 规则后打印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3.5  配置FTP服务器连接管理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FTP 服务器的连接空闲时间。 
ftp timeout minutes 

缺省情况下，连接空闲时间为 30 分钟。 

如果在设置的连接空闲时间到期时，FTP 服务器和客户端一直没有信息交互，则断开它们之

间的连接。 

(3) 配置使用 FTP 方式同时登录设备的在线的最大用户连接数。 
aaa session-limit ftp max-sessions 

缺省的最大用户连接数为 32。 

配置本命令后，已经在线的用户连接不会受到影响，只对新的用户连接生效。如果当前在线

的用户连接数已经达到最大值，则新的连接请求会被拒绝，登录会失败。 

关于该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安全 命令参考”中的“AAA”。 

1.3.6  配置FTP服务器引用SSL 

1. 功能简介 

当支持 FTP 安全扩展协议的两台设备建立 FTP 连接时，通过将 FTP 服务与 SSL 服务器端策略关

联，可以建立一条安全的 SSL 连接来传输数据，保证 FTP 传输的安全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FTP 服务器引用 SSL。 
ftp server ssl-server-policy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FTP 服务器未引用 SSL 服务器端策略。 

1.3.7  配置FTP服务器发送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FTP 服务器发送的 FT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IPv4 网络） 

ftp server dscp dscp-value 

（IPv6 网络） 
ftp server ipv6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FTP 服务器发送的 FT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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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释放已建立的FTP连接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释放已建立的 FTP 连接。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 强制释放与指定用户之间的 FTP 连接。 
free ftp user username 

• 强制释放与指定 IP 地址的主机之间的 FTP 连接。 
free ftp user-ip [ ipv6 ] ip-address [ port port ] 

1.3.9  FTP服务器显示和维护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FTP 服务器的配置和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FTP 服务器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查看当前FTP服务器的配置和运行情况 display ftp-server 

查看当前FTP登录用户的详细情况 display ftp-user 

 

1.3.10  FTP服务器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主设备和从设备共同组成 IRF。主设备的成员编号为 1，从设备的成员编号为 2。 

• IRF 作为 FTP 服务器，PC 作为 FTP 客户端。 

• 将存储在PC上的文件 temp.bin上传到 FTP服务器，并使用 FTP功能备份 IRF的配置文件。 

• FTP 客户端登录 FTP 服务器的用户名为 abc，密码为 123456。 

2. 组网图 

图1-1 FTP 服务器典型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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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如果主设备和从设备剩余的内存空间不够，请使用 delete /unreserved file-url 命令删除部

分暂时不用的文件后再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前请确保Device和PC之间路由可达，IP地址如 图 1-1 所示，具体配置步骤略。 

(1) IRF（FTP server）上的配置 

# 在 IRF 上添加一个本地用户 abc，并设置其认证密码为 123456，访问时使用的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授权访问目录为 Flash 的根目录，abc 可以使用的服务类型为 FTP。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local-user abc class manage 

[Sysname-luser-abc] password simple 123456 

[Sysname-luser-abc]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work-directory 
flash:/ 

 

如果要直接访问从设备 Flash 的根目录，需要将“authorization-attribute work-directory 
flash:/”配置中的“flash:/”替换成“slot2#flash:/”。 

 
[Sysname-luser-abc] service-type ftp 

[Sysname-luser-abc] quit 

# 启动 IRF 的 FTP 服务功能。 
[Sysname] ftp server enable 

[Sysname] quit 

(2) PC（FTP client）的配置 

# 以用户名 abc、密码 123456 登录 FTP 服务器。 
c:\> ftp 1.1.1.1 

Connected to 1.1.1.1. 

220 FTP service ready. 

User(1.1.1.1:(none)):abc 

331 Password required for abc. 

Password: 

230 User logged in. 

# 将传输模式设置为 ascii，并将 IRF 的配置文件 config.cfg 下载到 PC 本地进行备份。 
ftp> ascii 

200 TYPE is now ASCII 

ftp> get config.cfg back-config.cfg 

# 将传输模式设置为 binary，并上传文件 temp.bin 到主设备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下。 
ftp> binary 

200 TYPE is now 8-bit binary 

ftp> put temp.bin 

# 退出 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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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 bye 

1.4  配置FTP客户端 

1.4.1  FTP客户端配置任务简介 

FTP 客户端配置任务如下： 

(1) 建立FTP连接 

(2) （可选）显示帮助信息 

(3) （可选）查看FTP服务器上的目录/文件 

(4) （可选）操作FTP服务器上的目录 

(5) （可选）操作FTP服务器上的文件 

(6) （可选）更改登录用户 

(7) （可选）FTP连接的维护与调试 

(8) （可选）断开FTP连接 

1.4.2  建立FTP连接 

1. 建立FTP连接配置任务简介 

建立 FTP 连接配置任务如下： 

(1) （可选）配置FTP客户端发送的FTP报文的源地址 

(2) 登录FTP服务器 

(3) 配置FTP文件传输方式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使用 ftp client source 命令指定了源地址后，又在 ftp 命令中指定了源地址，则采用

ftp 命令中指定的源地址进行通信。 

• 使用 ftp client ipv6 source 命令指定了源地址后，又在 ftp ipv6 命令中指定了源

地址，则采用 ftp ipv6 命令中指定的源地址进行通信。 

3. 配置FTP客户端发送的FTP报文的源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FTP 客户端发送的 FTP 报文的源地址。 

（IPv4 网络） 

ftp client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source-ip-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源地址，使用路由出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设备发送 FTP 报文的源 IP 地

址。 

（IPv6 网络） 
ftp client ipv6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source-ipv6-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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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源地址，设备自动选择 IPv6 FTP 报文的源 IPv6 地址，具体选择原则请

参见 RFC 3484。 

4. 登录FTP服务器 

• 从用户视图登录 FTP 服务器。 

（IPv4 网络） 
ftp [ ftp-server [ service-port ] [ dscp dscp-value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source-ip-address } | -d ] * ] 

（IPv6 网络） 
ftp ipv6 [ ftp-server [ service-port ] [ dscp dscp-value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source-ipv6-address } 
| -d ] *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 从 FTP 客户端视图登录 FTP 服务器。 

a.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FTP 客户端视图。 
ftp [ ipv6 ] 

b. 登录 FTP 服务器。 
open server-address [ service-port ] 

5. 配置FTP文件传输方式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FTP 客户端视图。 
ftp 

(2) 设置 FTP 文件传输的模式。 

 配置 FTP 文件传输的模式为 ASCII 模式。 
ascii 

 配置 FTP 文件传输的模式为二进制模式。 

binary 

缺省情况下，文件传输模式为二进制模式。 

(3) 切换数据的传输方式。 
passive 

缺省情况下，数据传输的方式为被动方式。 

1.4.3  显示帮助信息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FTP 客户端视图。 
ftp 

(2) 显示命令或命令的帮助信息。 

 方式一 
help [ command-name ] 

 方式二 
? [ command-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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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查看FTP服务器上的目录/文件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FTP 客户端视图。 
ftp 

(2) 查看 FTP 服务器上的目录/文件。 

 方式一 
dir [ remotefile [ localfile ] ] 

 方式二 
ls [ remotefile [ localfile ] ] 

1.4.5  操作FTP服务器上的目录 

1. 配置准备 

使用 dir 或者 ls 命令查看 FTP 服务器上的目录/文件的详细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FTP 客户端视图。 
ftp 

(2) 操作 FTP 服务器上的目录 

 显示当前用户正在访问的 FTP 服务器上的路径。 
pwd 

 切换 FTP 服务器上的工作路径。 
cd { directory | .. | / } 

 退出 FTP 服务器的当前目录，返回 FTP 服务器的上一级目录。 
cdup 

 在 FTP 服务器上创建目录。 
mkdir directory 

 删除 FTP 服务器上指定的目录。 
rmdir directory 

1.4.6  操作FTP客户端本地的工作目录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FTP 客户端视图。 
ftp 

(2) 显示或切换 FTP 客户端本地的工作路径。 
lcd [ directory | / ] 

上传的文件为该路径下的文件时，缺省情况下文件下载后也将保存到该路径。 

1.4.7  操作FTP服务器上的文件 

1. 配置准备 

使用 dir 或者 ls 命令了解 FTP 服务器上的目录结构以及文件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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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FTP 客户端视图。 
ftp 

(2) 操作 FTP 服务器上的文件 

 删除 FTP 服务器上的文件。 
delete remotefile 

用户必须具有删除的权限才能执行该操作。 

 重命名文件。 
rename [ oldfilename [ newfilename ] ] 

 上传本地文件到 FTP 服务器。 
put localfile [ remotefile ] 

 下载 FTP 服务器上的文件。 
get remotefile [ localfile ] 

 在原文件的内容后面添加新文件的内容。 
append localfile [ remotefile ] 

 指定重传点。 
restart marker 

配合 put、get、append 等命令使用。 

 更新本地文件。 
newer remotefile 

 从本地文件的尾部开始获取文件的剩余内容。 
reget remotefile [ localfile ] 

1.4.8  更改登录用户 

1. 功能简介 

当设备作为 FTP 客户端，与 FTP 服务器连接建立成功后，可以通过该功能实现不同权限用户之间

的切换。用户成功切换后，不会影响当前的 FTP 连接（即 FTP 控制连接、数据连接以及连接状态

都不变）。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在用户切换时，输入的用户名/密码错误，则会断开当前连接，用户必须重新登录才能继续访问

FTP 服务器。 

3. 配置步骤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FTP 客户端视图。 
ftp 

(2) 在现有 FTP 连接上重新发起 FTP 认证。 
user username [ pass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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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FTP连接的维护与调试 

1. 功能简介 

当设备作为 FTP 客户端，与 FTP 服务器连接建立成功后，通过以下命令，可以帮助用户定位和诊

断 FTP 连接出现的问题。 

2. 配置步骤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FTP 客户端视图。 
ftp 

(2) 维护与调试 FTP 连接 

 显示 FTP 服务器支持的 FTP 相关协议命令字。 
rhelp 

 显示 FTP 服务器支持的 FTP 相关协议命令字的帮助信息。 
rhelp protocol-command 

 显示 FTP 服务器的状态。 
rstatus 

 显示 FTP 服务器上指定目录或文件的详细信息。 
rstatus remotefile 

 显示当前 FTP 连接的状态。 
status 

 显示 FTP 服务器的系统信息。 
system 

 切换 FTP 功能的协议信息开关。 
verbose 

缺省情况下，FTP 协议信息开关处于开启状态。 

 打开 FTP 调试信息开关。 
debug 

缺省情况下，FTP 客户端调试信息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清除缓存的命令应答。 
reset 

1.4.10  断开FTP连接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FTP 客户端视图。 
ftp 

(2) 断开与 FTP 服务器的连接。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断开与 FTP 服务器的连接，并留在 FTP 客户端视图。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disconnect 

close 

 断开与 FTP 服务器的连接，并退回到用户视图。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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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e 

quit 

1.4.11  FTP客户端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FTP 客户端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设备作为FTP客户端时的源地址配置 display ftp client source 

 

1.4.12  FTP客户端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主设备和从设备两台成员设备组成 IRF。主设备的成员编号为 1，从设备的成员编号为 2。 

• IRF 作为 FTP 客户端，PC 作为 FTP 服务器。 

• IRF 从 PC 上下载新的文件 temp.bin，并将配置文件上传到 PC 进行备份。 

• PC 上已设置设备登录 FTP 服务器的用户名为 abc，密码为 123456。 

2. 组网图 

图1-2 FTP 客户端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如果主设备和从设备剩余的内存空间不够，请使用 delete /unreserved file-url 命令删除部

分暂时不用的文件后再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前请确保IRF和PC之间路由可达，IP地址如 图 1-2 所示，具体配置步骤略。 

# 以用户名 abc、密码 123456 登录 FTP 服务器。 
<Sysname> ftp 10.1.1.1 

Press CTRL+C to ab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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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ed to 10.1.1.1 (10.1.1.1). 

220 WFTPD 2.0 service (by Texas Imperial Software) ready for new user 

User (10.1.1.1:(none)): abc 

331 Give me your password, please 

Password: 

230 Logged in successfully 

Remote system type is MSDOS. 

ftp> 

# 将传输模式设置为 binary，以便传输文件。 
ftp> binary 

200 TYPE is now 8-bit binary 

# 将文件 temp.bin 从 FTP 服务器下载到 IRF。 

• 将文件 temp.bin 从 FTP 服务器下载到主设备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下。 
ftp> get temp.bin 

local: temp.bin remote: temp.bin 

150 Connecting to port 47457 

226 File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23951480 bytes received in 95.399 seconds (251.0 kbyte/s) 

• 将文件 temp.bin 从 FTP 服务器下载到从设备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下。 
ftp> get temp.bin slot2#flash:/temp.bin 

# 将 IRF 的配置文件 config.cfg 上传到 FTP 服务器进行备份。 
ftp> ascii 

200 TYPE is now ASCII 

ftp> put config.cfg back-config.cfg 

local: config.cfg remote: back-config.cfg 

150 Connecting to port 47461 

226 File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3494 bytes sent in 5.646 seconds (618.00 kbyte/s) 

ftp> bye 

221-Goodbye. You uploaded 2 and downloaded 2 kbytes. 

221 Logout. 

<Sy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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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FTP 
2.1  TFTP简介 

TFTP（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简单文件传输协议）用于在 TFTP 服务器和 TFTP 客户端之

间传输文件。它基于 UDP 协议，使用 UDP 端口建立连接、收/发数据报文。与基于 TCP 的 FTP 协

议比较，TFTP 不需要认证，没有复杂的报文交互，部署简单，适用于客户端和服务器均很可靠的

网络环境。 

2.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2.3  TFTP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设备作为 TFTP 客户端时，可以把设备的文件上传到 TFTP 服务器，还可以从 TFTP 服务器下载

文件到设备。如果下载时设备上已经存在一个和目标文件名同名的文件，则系统会先将设备上已有

的文件删除，再保存远端文件。如果下载失败（如网络断开等原因），则原文件已被删除，无法恢

复。因此，当下载启动文件或配置文件等重要文件时，建议使用一个当前目录下不存在的文件名作

为目标文件名。 

目前，设备只能作为 TFTP 客户端，不支持作为 TFTP 服务器。 

2.4  配置IPv4 TFTP客户端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使用 ACL 限制设备可访问哪些 TFTP 服务器。 
tftp-server acl acl-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使用 ACL 对设备可访问的 TFTP 服务器进行限制。 

(3) 配置 TFTP 客户端的源地址。 
tftp client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source-ip-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源地址，使用路由出接口的主 IP地址作为设备发送 TFTP报文的源 IP地

址。 

(4) 退回用户视图。 
quit 

(5) 在 IPv4 网络，用 TFTP 上传/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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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tp tftp-server { get | put | sget } source-filename 
[ destination-filename ] [ dscp dscp-value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source-ip-address } ] * 

使用 tftp client source 命令指定了源地址后，又在 tftp 命令中指定了源地址，则采

用 tftp 命令中指定的源地址进行通信。 

2.5  配置IPv6 TFTP客户端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在 IPv6 网络，使用 ACL 限制设备可访问哪些 TFTP 服务器。 
tftp-server ipv6 acl ipv6-acl-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使用 ACL 对设备可访问的 TFTP 服务器进行限制。 

(3) 在 IPv6 网络，配置 TFTP 客户端的源地址。 
tftp client ipv6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source-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源地址，设备自动选择 IPv6 TFTP报文的源 IPv6地址，具体选择原则请

参见 RFC 3484。 

(4) 退回用户视图。 
quit 

(5) 在 IPv6 网络，用 TFTP 上传/下载文件。 
tftp ipv6 tftp-server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get | put | 
sget } source-filename [ destination-filename ] [ dscp dscp-value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source-ipv6-address } ] * 

使用 tftp client ipv6 source 命令指定了源地址后，又在 tftp ipv6 命令中指定了

源地址，则采用 tftp ipv6 命令中指定的源地址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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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件系统管理 

1.1  文件系统管理简介 

本章介绍了如何对文件系统中的文件进行管理和操作。 

1.1.1  存储介质和文件系统 

设备支持的存储介质包括固定存储介质 flash 和可插拔存储介质（U 盘）。设备上一个存储介质即为

一个文件系统。 

设备支持的存储介质包括固定存储介质 flash 和可插拔存储介质（U 盘）。设备支持对可插拔存储介

质进行分区。未对存储介质分区时，每一个存储介质即称为一个文件系统；对存储介质进行分区后，

一个分区即为一个文件系统。 

 

仅 S5200S-H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支持可插拔存储介质（U 盘）。 

 

1. 存储介质和文件系统名称 

存储介质 flash 及其文件系统名称由如下部分组成： 

• 存储介质类型：flash 的类型名称即为“flash”。 

• 冒号：存储介质名称的结束符。 

U 盘上及其文件系统名称由如下部分组成： 

• 存储介质类型：U 盘的类型名称为“usb”。 

• 存储介质编号：同类型的存储介质以英文小写字母 a 开始进行排序。 

• 分区编号：存储介质上的分区以数字 0 开始进行排序（存储介质名称不包括分区编号）。 

• 冒号：存储介质名称的结束符。 

例如，设备第一个 U 盘为 usba，其第一个分区上的文件系统为 usba0:。 

 

文件系统名称中的英文字符输入时区分大小写，必须为小写字符。 

 

2. 文件系统位置的指定方法 

对文件系统进行操作时，需要指定存储介质的位置，存储介质位置的表示方式为：slotn#。其中 n

为 IRF 中成员设备的编号。例如：slot2#代表成员设备 2 上的存储介质。不指定 slot 参数时，表示

IRF 中主设备的存储介质。 



 

1-2 

 

文件系统位置中的所有英文字符输入时区分大小写，必须为小写字符。 

 

3. 缺省文件系统 

设备支持多个存储介质，用户登录设备后缺省使用的文件系统即为缺省文件系统。例如，保存当前

配置时，如果不输入存储介质位置及名称，则配置文件将保存在缺省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下。 

通过设置 Bootware 菜单或者 Bootrom 菜单可以更改缺省文件系统，详情请参见配套发布的版本说

明书。 

1.1.2  目录 

设备的文件系统采用树形目录结构，用户可以通过文件夹操作来改变目录层级，方便的管理文件。 

1. 根目录 

用户登录设备后，缺省目录即为根目录。 

根目录用“/”表示。例如 flash:/表示 flash 的根目录。 

2. 工作目录 

工作目录也被称为当前工作目录。 

3. 文件夹的命名 

文件夹名称中可以包含数字、字母或特殊字符（除了*|\/?<>":）。为文件夹命名时，首字符不能使用

“.”。否则，系统将把名称首字符为“.”的文件夹处理为隐藏文件夹。 

4. 常用文件夹 

设备出厂时会携带一些文件夹，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自动产生一些文件夹，这些文件夹包括： 

• diagfile：用于存放诊断信息文件的文件夹 

• logfile：用于存放日志文件的文件夹 

• seclog：用于存放安全日志文件的文件夹 

• versionInfo：用于存放版本信息文件的文件夹 

• 其他名称的文件夹 

1.1.3  文件 

1. 文件的命名 

文件名中可以输入以数字、字母、特殊字符（除了*|\/?<>":）为组合的字符串。为文件命名时，首

字母请不要使用“.”。因为系统会把名称首字母为“.”的文件当成隐藏文件。 

2. 常见文件类型 

设备出厂时会携带一些文件，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自动产生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包括： 

• xx.ipe（复合软件包套件，是启动软件包的集合） 

• xx.bin（启动软件包） 

• xx.cfg（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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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mdb（二进制格式的配置文件） 

• xx.log（用于存放日志的文件） 

• 其他后缀的文件 

1.1.4  文件夹和文件指定方法 

路径是指文件或文件夹所在的位置，包括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1. 文件夹指定方法 

设备支持使用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指定文件夹。例如，当前工作目录为 flash:/，可以通过绝对路径

flash:/test/test1/test2/（末尾的“/”为可选）或相对路径 test/test1/test2/（末尾的“/”为可选）进

入 test2 文件夹。 

2. 文件指定方法 

设备支持使用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指定文件。例如，当前工作目录为 flash:/test/，可以通过绝对路

径 flash:/test/test1/test2/samplefile.cfg或相对路径 test1/test2/samplefile.cfg指定 test2文件夹下的

samplefile.cfg 文件。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文件系统配置限制和指导 

• 在执行文件系统操作过程中，禁止对存储介质进行插拔或主设备和从设备的倒换操作。否则，

可能会引起文件系统的损坏。 

• 当用户占用可插拔存储介质的资源（如用户正在访问某个目录或正在打开文件等）时，存储

介质被强制拔出。此时，请先释放占用的存储介质的资源（如切换目录、关闭打开的文件或

umount 相应的分区等），再插入存储介质。否则，存储介质被插入后可能不能被识别。 

• 当需要对 U 盘进行写文件系统操作，请确保没有将 U 盘写保护。如果 U 盘写保护了，这些操

作将执行失败。其他文件系统操作不受写保护开关影响。 

• 当一个用户对存储介质或文件系统执行 fixdisk、format 或 fdisk 操作时，其他用户不能

访问该存储介质或文件系统。 

1.4  存储介质和文件系统操作 

1.4.1  存储介质分区 

1. 功能简介 

存储介质分区是将存储介质分成多个不同的逻辑设备，每个逻辑设备可以单独进行文件操作。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Flash 不支持分区操作。 

对存储介质分区操作时，如果同时还有其他用户在访问该存储介质，系统会提示分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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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存储介质进行交互式分区时，需保证每个分区至少为 32MB。 

对 U 盘进行分区时，请确保没有对 U 盘设置写保护。否则分区失败，需要重新挂载或者插拔 U 盘

后，才能正常访问 U 盘。 

分区完成后各分区的大小可能与用户指定的大小不一致，但误差小于存储介质总容量的 5％。 

3. 配置准备 

分区操作会清除存储介质中的数据，操作前请务必做好文件备份。 

4.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对存储介质进行分区。 
fdisk medium [ partition-number ] 

可通过配置 partition-number 参数，指定分区数量，此时会将存储介质分成多个大小相等的分

区。如果不指定 partition-number 参数，则会进行交互式分区。可根据提示指定分区的数量及

每个分区的大小。 

1.4.2  挂载和卸载文件系统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支持热插拔的存储介质（如 U 盘等），可以在用户视图下使用 mount 和 umount 命令挂载和卸载。 

刚插入 USB 接口的 U 盘，不允许立刻拔出，需要等待 U 盘被识别（即 U 盘上的指示灯不再闪烁），

然后使用命令 umount 卸载文件系统再拔出。否则，可能会造成 USB 接口或 U 盘无法使用。 

用户对文件系统执行 umount 操作时，如果同时还有其他用户在访问该文件系统，系统会提示

umount 操作失败。 

2. 挂载文件系统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挂载文件系统。 
mount filesystem 

存储介质连接到设备后，文件系统自动被挂载。如果系统未能自动识别，则必须手动进行挂载操作

后，才能对该文件系统执行读写操作。 

3. 卸载文件系统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卸载文件系统。 
umount filesystem 

存储介质连接到设备后，文件系统自动被挂载，处于挂载状态。卸载存储介质中所有的文件系统后

用户才可以安全的拔出存储介质，否则，可能引起文件损坏甚至存储介质损坏。 

1.4.3  格式化文件系统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格式化操作将导致文件系统中的所有文件丢失，并且不可恢复，请谨慎使用。 

用户对文件系统执行格式化操作时，如果同时还有其他用户在访问该文件系统，系统会提示格式化

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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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格式化文件系统。 
format filesystem 

1.4.4  恢复文件系统的空间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由于异常操作等原因，文件系统的某些空间可能不可用，用户可以通过 fixdisk 命令来恢复文件

系统的空间。 

用户对文件系统执行 fixdisk 操作时，如果同时还有其他用户在访问该文件系统，系统会提示

fixdisk 操作失败。 

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恢复文件系统的空间。 
fixdisk filesystem 

1.5  文件和文件夹操作 

1.5.1  设置操作文件和文件夹时是否提示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通过命令行来设置执行文件或文件夹操作时是否提示： 

• 当设置为 alert，并且用户对文件或文件夹进行有危险性的操作时，系统会要求用户进行交

互确认。 

• 当设置为 quiet，则用户对文件或文件夹进行任何操作，系统均不要求用户进行确认。该方

式可能会导致一些因误操作而发生的、不可恢复的、对系统造成破坏的情况产生。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操作文件或文件夹时是否提示。 
file prompt { alert | quiet } 

缺省情况下，用户对文件或文件夹进行操作时，系统会要求用户进行交互确认。 

1.5.2  显示文件和文件夹信息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显示文件夹和文件信息。 
dir [ /all ] [ file | directory | /all-filesystems ] 

多用户同时执行文件操作时，比如同时创建或删除文件或文件夹，可能导致该命令显示结果不准确. 

1.5.3  显示文本文件内容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显示文本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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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file 

1.5.4  显示当前工作路径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显示当前工作路径。 
pwd 

1.5.5  修改当前工作路径 

1. 功能简介 

用户登录设备后，缺省的工作目录为主设备缺省文件系统的根目录。 

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修改当前工作路径。 
cd { directory | .. } 

1.5.6  创建文件夹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创建文件夹。 
mkdir directory 

1.5.7  重命名文件和文件夹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重命名文件和文件夹。 
rename { source-file | source-directory } { dest-file | dest-directory } 

1.5.8  复制文件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复制文件。 

（非 FIPS 模式） 
copy source-file { dest-file | dest-directory } [ sourc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FIPS 模式） 
copy source-file { dest-file | dest-directory } 

1.5.9  移动文件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移动文件。 
move source-file { dest-file | dest-directory } 

1.5.10  删除和恢复文件 

1. 功能简介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删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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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删除文件：执行 delete file 命令删除文件。采用该方式删除的文件被转移到回收站

中，可以通过 undelete file 命令恢复。 

• 永久删除文件：永久删除的文件不能恢复。 

回收站文件夹名均为“.trash”，用户可以进入相应的存储介质或者分区，用 dir /all .trash，或

者 cd .trash 进入回收站文件夹，使用 dir 命令查看回收站中的文件。 

每个文件系统下都有一个回收站。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不能对回收站中的文件执行 delete 命令，否则会影响回收站的正常使用。如果需要删除回收站中

的文件，请执行 reset recycle-bin 命令。 

通过临时删除文件的方式删除的文件仍然占用存储空间，如果用户经常临时删除文件，则可能导致

设备的存储空间不足。此时请查看回收站中是否有文件，通过执行 reset recycle-bin 命令彻

底删除回收站中的文件，以释放空间。 

3. 删除文件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删除文件。 

• 删除文件到回收站。 
delete file 

• 删除回收站中的文件。 
reset recycle-bin [ /force ] 

• 永久删除文件。 
delete /unreserved file 

4. 恢复回收站中的文件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该命令，恢复回收站中的文件。 
undelete file 

1.5.11  删除文件夹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删除文件夹前，必须先永久删除或者暂时删除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和子文件夹。 

临时删除文件后，执行 rmdir 删除该文件所在文件夹时，该文件将从回收站中彻底删除。 

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该命令，删除文件夹。 
rmdir directory 

1.5.12  打包文件/文件夹 

1. 功能简介 

打包是将用户指定的原文件或文件夹打包保存成一个新文件（原文件或文件夹仍然存在）。该功能

可用于文件备份和整理。 

用户可选择直接打包保存或者打包后压缩保存。选择打包后压缩保存可节省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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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将多个文件或文件夹打包成一个新文件。 
tar create [ gz ] archive-file dest-file [ verbose ] source { source-file 
| source-directory }&<1-5> 

1.5.13  解包文件/文件夹 

1. 功能简介 

解包是打包的逆向操作，是将打包文件还原成原文件或文件夹。 

2. 配置步骤 

(1) （可选）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显示指定打包文件夹中包含的文件和文件夹的名称。 
tar list archive-file file 

(2) 解包文件和文件夹。 
tar extract archive-file file [ verbose ] [ screen | to directory ] 

1.5.14  压缩文件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压缩指定的文件。 
gzip file 

1.5.15  解压缩文件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解压缩指定的文件。 
gunzip file 

1.5.16  计算文件摘要 

1. 功能简介 

使用摘要算法计算文件的摘要值，通常用于验证文件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计算文件的摘要值。 

• 使用 SHA-256 摘要算法计算文件的摘要值。 
sha256sum file 

• 使用 MD5 摘要算法计算文件的摘要值。 
md5sum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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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文件管理 

1.1  配置文件简介 

配置文件是用来保存配置的文件。设备重启后，这些配置继续生效。当网络中多台设备需要批量配

置时，可以将相同的配置保存到配置文件，再上传/下载到所有设备，在所有设备上执行该配置文件

来实现设备的批量配置。 

1.1.1  配置的类型 

1. 空配置 

软件版本中所有的软件功能都被赋予一个缺省值，这些缺省值的集合被称为“空配置”。缺省值无

法通过命令行直接查看，可通过查看产品当前软件版本的命令手册，了解各软件功能的缺省值。 

2. 出厂配置 

设备在出厂时，通常会带有一些基本的配置，称为出厂配置。它用来保证设备在没有配置文件或者

配置文件损坏的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运行。 

可以使用 display default-configuration 命令查看设备的出厂配置。 

 

出厂配置可能与命令行的缺省情况不一致，不同型号的设备会根据需要定制各自的出厂配置。 

 

3. 启动配置 

设备启动时运行的配置即为启动配置。如果没有指定启动配置文件或者启动配置文件损坏，则系统

会使用出厂配置作为启动配置。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启动配置： 

• 设备启动后且还没有进行配置前，使用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命令查看当前

启动配置。 

• 使用 display startup 命令查看本次启动使用的配置文件和下次启动使用的主用、备用配

置文件，再使用 more 命令查看相应配置文件的内容。（more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

配置命令参考”中“文件系统管理”） 

• 使用 display saved-configuration 命令查看下次启动配置文件的内容。 

4. 当前配置 

系统当前正在运行的配置称为当前配置。它包括启动配置和设备运行过程中用户进行的配置。当前

配置存放在设备的临时缓存中，如果不保存，设备运行过程中用户进行的配置在设备重启后会丢失。 

可以使用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命令查看设备的当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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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配置文件的类型及其选择规则 

执行 save 命令保存配置时，系统将自动生成一个文本类型的配置文件和一个二进制类型的配置文

件，两个文件的内容完全相同。 

• 文本类型配置文件：后缀名为“.cfg”，可以通过 more命令查看，或使用文本编辑器修改该

文件的内容。文本类型配置文件可以单独保存到存储介质中，无需对应的二进制类型的配置

文件。 

• 二进制类型配置文件：后缀为“.mdb”，仅能够使用软件解析该类配置文件，用户不能读取

和编辑文件内容。二进制类型的配置文件不能单独保存到存储介质中，必须有对应的文本类

型的配置文件。该类型配置文件的加载速度快，设备启动时优先使用该类型配置文件。 

设备启动时，文本类型配置文件和二进制类型配置文件的选择规则如 图 1-1 所示。 

图1-1 文本类型配置文件和二进制类型配置文件的选择规则 

 
 

如无特殊说明，下文描述的配置文件均指文本类型的配置文件。 

1.1.3  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设备上可以同时存在多个配置文件。设备本次启动使用的配置文件称为当前启动配置文件；设备下

次启动使用的配置文件称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设备支持配置两个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一个为主用配置文件，一个为备用配置文件。 

设备启动时，配置文件的选择规则如下： 

(1) 优先使用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2) 如果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不存在或损坏，使用备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3) 如果主用和备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都不存在或损坏，则使用出厂配置启动。 



 

1-3 

1.1.4  配置文件的内容与格式 

配置文件对内容和格式有严格定义，为保证配置文件的正确运行，建议使用设备自动生成的配置文

件。如果需要手工修改配置文件，请遵循配置文件的内容和格式规则。 

配置文件的内容和格式规则如下： 

• 配置文件的内容为命令的完整形式。 

• 配置文件以命令视图为基本框架，同一命令视图的命令组织在一起，形成一节，节与节之间

用#隔开。 

• 以 return 结束。 

下面摘录了配置文件的部分内容。 
# 

local-user root class manage 

 password hash 
$h$6$Twd73mLrN8O2vvD5$Cz1vgdpR4KoTiRQNE9pg33gU14Br2p1VguczLSVyJLO2huV5Syx/LfDIf8ROLtVErJ
/C31oq2rFtmNuyZf4STw== 

 service-type ssh telnet terminal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operator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92.168.1.84 255.255.255.0 

# 

1.1.5  配置回滚 

配置回滚是在不重启设备的情况下，将当前的配置回退到指定配置文件中的配置状态。 

配置回滚主要应用于： 

• 当前配置错误，且错误配置太多不方便定位或逐条回退，需要将当前配置回滚到某个正确的

配置状态。 

• 设备的应用环境变化，需要使用某个配置文件中的配置信息运行，在不重启设备的情况下将

当前配置回滚到指定配置文件中的配置状态。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开启配置文件加密功能 

1. 功能简介 

配置文件加密功能就是设备在执行 save命令将当前配置保存到配置文件的同时，将配置文件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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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加密后的文件能被所有运行 Uniware 平台软件的设备识别和解析。因此，为了防止非法用户对加密

后配置文件的解析，需确保只有合法用户才能获取加密后的配置文件。运行其它平台软件的设备不

能识别和解析。 

开启配置文件加密功能后，执行 save 命令生成的配置文件是加密后的配置文件，将不能使用 more

命令查看加密配置文件（后缀名为“.cfg”的配置文件）的内容，且加密配置文件将不能参与配置

差异的比较（如不能使用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diff 命令比较下次启动配置文

件与运行配置之间的差异、不能将加密后的配置文件作为 display diff 命令的参数）。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配置文件加密功能。 
configuration encrypt { private-key | public-key } 

缺省情况下，配置文件加密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  保存当前配置 

1. 功能简介 

保存配置前，配置仅保存在内存中，设备重启后，设备将恢复为出厂配置。如果要使当前配置在设

备重启后仍然生效，则需要将当前配置保存到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中。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保存当前运行配置时，请不要重启设备或者给设备断电，以免造成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丢失。 

如果成员设备退出 IRF，该成员设备的配置不会丢失，仍然保存在内存中，但是会从当前运行配置

中删除。成员设备再次加入 IRF 时，对应配置自动从内存中恢复到当前运行配置中。 

如果成员设备退出后，将当前运行配置保存到了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中，该成员设备的配置不会写入

到配置文件中。如需将退出的成员设备的配置保存到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中，请执行如下操作： 

(1) 将成员设备重新加入 IRF 并重启该成员设备。 

(2) 待成员设备正常工作后，执行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命令，确认成员设备的

配置已恢复到当前运行配置中。 

(3) 保存当前运行配置到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中。 

 

如果在成员设备退出 IRF 后，执行了重启操作，该成员设备的配置将无法恢复。 

 

3. 配置步骤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保存当前配置。 

• 将当前配置保存到指定文件，但不会将该文件设置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save file-url [ all | slot slo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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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当前配置保存到所有成员设备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下，并将该文件设置为下次启动配置文

件。 
save [ safely ] [ backup | main ] [ force ] [ changed ] 

为了安全起见，建议选用 safely 参数。执行该命令时，请不要重启设备或者给设备断电，

以免造成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丢失。 

1.5  显示配置差异 

1. 功能简介 

用户通过命令可以查看两份配置文件、指定配置文件与当前运行配置、指定配置文件与下次启动文

件、当前运行配置与下次启动文件之间的差异。用户可根据差异来决定是否保存当前配置或者进行

配置替换。 

2. 配置步骤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显示配置差异。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 显示指定配置文件和指定配置文件、当前运行配置、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之间的差异。 
display diff configfile file-name-s { configfile file-name-d | 

current-configuration | startup-configuration } 

• 显示当前运行配置和指定配置文件、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之间的差异。 
display diff current-configuration { configfile file-name-d | 

startup-configuration } 

• 显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和指定配置文件之间的差异。 
display diff startup-configuration configfile file-name-d 

• 显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与当前运行配置之间的差异。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方式一 
display diff startup-configuration current-configuration 

 方式二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diff 

1.6  配置回滚 

1.6.1  配置回滚任务简介 

配置回滚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备份参数 

(2) 备份当前配置 

 自动备份当前配置 

 手动备份当前配置 

(3) 执行配置回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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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配置备份参数 

1. 功能简介 

备份当前配置前必须设置备份文件的保存路径和文件名前缀。可以设置将备份文件保存在本地，或

者保存在远程 SCP 服务器上。 

如果设置备份文件保存在本地，设备备份当前运行配置时，将当前的配置以前缀_序号.cfg 格式（例

如 archive_1.cfg）保存到该命令指定路径下的配置文件中。序号自动从 1 开始编号，依次加 1，累

加至 1000 后重新从 1 开始编号。 

如果设置备份文件保存在本地，修改备份文件的保存路径或文件名前缀或设备重启后，备份序号从

1 开始重新自动编号，原来的备份文件不再作为备份文件而作为普通配置文件存在。执行 display 

archive configuration 命令不会显示原来的回滚配置信息。 

如果设置备份文件保存在远程 SCP 服务器，设备备份当前运行配置时，将在远程服务器指定的路

径 下 生 成 以 “ 前 缀 _YYYYMMDD_HHMMSS.cfg ” 命 名 的 配 置 文 件 （ 例 如

archive_20170526_203430.cfg）。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FIPS 模式下，不支持将配置文件备份到远程 SCP 服务器的功能。 

archive configuration server 命令和 archive configuration location 命令具有

互斥性，不能同时配置。设置备份文件保存在远程 SCP 服务器后，如要使用 archive 

configuration location 命令指定配置文件备份到本地时使用的参数，需先使用 undo 

archive configuration server 恢复缺省情况。同理，设置备份文件保存在本地后，要指定

配置文件备份到远程 SCP 服务器时使用的参数，需先使用 undo archive configuration 

location 命令恢复缺省情况。 

如果设置备份文件保存在本地，备份文件数量达到上限后，再次保存备份文件时，系统将删除保存

时间 早的备份文件，以保存新的备份文件。 

配置文件在远程 SCP 服务器上的备份数量不受 archive configuration max 配置的限制。 

执行 undo archive configuration location 命令后，用户将不能手工备份当前配置到本

地，系统也不再自动备份当前配置到本地。同时，archive configuration max 和 archive 

configuration interval 命令会恢复为缺省情况、display archive configuration 的

显示信息会被清除。 

执行 undo archive configuration server 命令后，用户将不能手工备份当前配置到远程

SCP 服务器，系统也不再自动备份当前配置到远程 SCP 服务器。同时，archive configuration 

interval 命令会恢复为缺省情况、display archive configuration 的显示信息会被清除。 

3. 配置本地备份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备份配置文件的本地保存路径和文件名前缀。 
archive configuration location directory filename-prefix 

filename-prefix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备份配置文件的本地保存路径和文件名前缀。 

directory 必须是主设备上已存在的路径，且参数中不能包含成员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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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配置备份配置文件的 大数。 
archive configuration max file-number 

缺省情况下，备份配置文件的 大数为 5。 

请根据系统剩余存储空间配置备份配置文件的 大数。 

4. 配置远程备份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备份配置文件在远程 SCP 服务器的保存路径、文件名前缀。 
archive configuration server scp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 port-number ] [ directory directory ] filename-prefix 

filename-prefix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备份配置文件在远程 SCP 服务器的保存路径和文件名前缀。 

(3) 配置登录远程 SCP 服务器的用户名。 
archive configuration server user user-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登录远程 SCP 服务器的用户名。 

(4) 配置登录远程 SCP 服务器的密码。 
archive configuration server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登录远程 SCP 服务器的密码。 

1.6.3  备份当前配置 

1. 功能简介 

设备支持自动备份和手动备份两种备份配置的方式。 

• 自动备份当前配置：系统按照已配置的时间间隔自动备份当前配置。 

• 手动备份当前配置：用户随时可以执行手动备份命令行备份当前配置。例如，需要对设备进

行复杂配置过程中，不定期手动备份当前配置，以便配置错误时，使用配置回滚功能将当前

配置回滚至正确情况。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设置备份文件保存在本地，该功能只将当前配置备份到主设备，不会保存到从设备。 

在自动或手动备份配置文件时，不能清除 display archive configuration 命令显示的回滚

配置信息。 

3. 自动备份当前配置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自动备份当前配置功能，并设置自动备份的时间间隔。 
archive configuration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自动备份当前配置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8 

4. 手动备份当前配置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手动备份当前配置。 
archive configuration 

1.6.4  执行配置回滚 

1. 功能简介 

配置回滚时，系统将对比当前配置和回滚配置文件中配置的差异，并做如下处理： 

• 不处理当前配置与回滚配置文件中相同的命令。 

• 对于存在于当前配置但不存在于回滚配置文件的命令，回滚操作将取消当前配置中的命令，

即执行相应的反向操作。 

• 对于存在于回滚配置文件但不存在于当前配置的命令，回滚操作将执行这些命令。 

• 对于当前配置和回滚配置文件中不同的命令，配置回滚将先取消这些配置，再执行回滚配置

文件中的相应命令。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执行配置回滚操作时（执行 configuration replace file 命令）不能进行主从设备倒换操作，

否则可能造成配置回滚终止。 

配置能否回滚成功由命令的具体处理决定，存在以下情况时，某条命令会回滚失败，系统会跳过回

滚失败的命令，直接处理下一条命令： 

• 命令不支持完整undo命令，即直接在配置命令前添加undo关键字构成的命令不存在，设备

不识别。比如命令 A [ B ] C，对应的 undo 命令为 undo A C，但是配置 A B C 回滚的

时候，系统会去自动执行 undo A B C，此时系统会认为不支持 undo A B C 而造成配置 A 

B C 回滚失败。 

• 配置不能取消（如硬件相关的命令）。 

• 若不同视图下的各配置命令存在依赖关系，命令可能执行失败。 

• 使用的配置文件不是由 save 命令、自动备份或手工备份生成的完整文件，或是不同类型设

备的配置文件，配置回滚可能不能完全恢复至配置文件中的配置状态。因此，需要用户确保

回滚配置文件中配置的正确性和与当前设备的兼容性。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执行配置回滚。 
configuration replace file filename 

filename 只能是明文配置文件，不能是被加密的配置文件，且必须是本地保存的配置文

件。 



 

1-9 

1.7  配置延迟提交功能 

1. 功能简介 

使用配置延迟提交功能，需要使用 configuration commit delay命令指定配置提交超时时间，

之后所进行的配置，可以使用 configuration commit 命令延迟提交。 

执行 configuration commit delay 命令后，系统会创建一个定时器和一个配置回滚点（配置

回滚点记录了系统当前的配置），之后所做的配置会下发生效，但是如果在定时器超时前，没有执

行 configuration commit 命令，系统会自动将配置回滚到配置回滚点的状态。 

在用户对设备进行远程配置时，可以使用本功能，以防止错误配置导致网络中断，用户不能再连接

到设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使用配置延迟提交功能时，请注意： 

• 请在单一用户的环境下使用配置延迟提交功能。 

• 在设备执行配置回滚时，请停止其他配置，等待配置回滚完成后再继续操作。 

• 在定时器超时前，如果再次执行 configuration commit delay 命令，系统会更新定时

器为新指定的配置提交超时时间间隔，但不再创建配置回滚点。 

• configuration commit delay 命令是一次生效命令。使用此命令指定了配置提交超时时

间后，若执行了 configuration commit 命令或者延迟时间超时，需要再次使用配置延迟

提交功能，请重新指定配置提交超时时间。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配置提交超时时间。 
configuration commit delay delay-time 

(3) （可选）提交当前配置。 
configuration commit 

提交执行 configuration commit delay 命令后的配置。 

1.8  配置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执行 undo 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命令并重启 IRF 或 IRF 中的成员设备时，会导致

IRF 分裂，请谨慎使用。 

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和备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可以设置为同一文件，但为了更可靠，建议设置为

不同的文件，或者将一份配置保存在两个不同名的文件中，一个设置为主用，一个设置为备用。 

在执行 undo 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命令之后，系统会将主用/备用下次启动配置文

件均设置为 NULL，但不会删除该文件。 

执行save命令将当前配置保存到指定配置文件时，系统会自动把该文件设置为设备的主用下次启动

配置文件。详细配置请参见“1.4  保存当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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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准备 

所有成员设备的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必须是相同的文件，因此，使用本命令前，请确保指定的配置文

件已经保存在所有成员设备相同类型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下，否则，操作失败。 

3. 配置步骤 

(1) 配置下次启动时的配置文件。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配置下次启动时的配置文件。 
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cfgfile [ backup | main ]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在保存当前配置到配置文件的同时设置该配置文件为下次启

动配置文件。 
save [ safely ] [ backup | main ] [ force ]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1.4  保存当前配置。 

不指定 main 和 backup 参数时，缺省使用 main。 

(2) （可选）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验证配置。 

 显示用于本次及下次启动的配置文件的名称。 
display startup 

 查看下次启动配置文件的内容。 
display saved-configuration 

1.9  备份/恢复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1.9.1  功能简介 

备份是指将设备的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备份到指定的 TFTP 服务器。 

恢复是指将 TFTP 服务器上保存的配置文件下载到设备并设置为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1.9.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不支持备份或者恢复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1.9.3  配置准备 

在执行配置文件的备份操作前，请进行以下操作： 

• 保证设备与服务器之间的路由可达，服务器端开启了 TFTP 服务，执行备份操作的客户端设

备已获得了相应的读写权限。 

• 在任意视图下使用 display startup 命令查看设备是否设置了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如果没

有指定下次启动配置文件，或者配置文件不存在，备份操作将失败。 

1.9.4  备份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将设备的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备份到指定的 TFT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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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 startup-configuration to { ipv4-server | ipv6 ipv6-server } 
[ dest-filename ]  

1.9.5  恢复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将 TFTP 服务器上保存的配置文件下载到设备并设置为主用下

次启动配置文件。 
restore startup-configuration from { ipv4-server | ipv6 ipv6-server } 
src-filename 

(2) （可选）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验证配置。 

 显示用于本次及下次启动的配置文件的名称。 
display startup 

 查看下次启动配置文件的内容。 
display saved-configuration 

1.10  删除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1. 功能简介 

当用户不再使用当前系统指定的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启动设备时，使用该功能可将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从设备上删除。 

主备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都删除后，设备重启将采用出厂配置启动。 

用户可以只删除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或者只删除备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如果设备的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和备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相同，仅执行一次删除操作（例如指定

了 backup 参数），系统只将相应的下次启动配置文件设置为 NULL，不删除该文件，需要再次执

行删除操作（指定 main 参数），才能将该配置文件彻底删除。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特性会将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从所有成员设备上彻底删除，请谨慎使用。 

3.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删除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reset saved-configuration [ backup | main ] 

不指定 main 和 backup 参数时，删除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1.11  配置文件管理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文件的使用情况。用户可以通

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配置文件管理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配置回滚功能的相关信息 display archive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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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设备当前生效的配置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 [ configuration 
[ module-name ] |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interface-number ] ]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与运行配置之间的

差异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diff 

显示出厂配置 display default-configuration 

查看两份配置之间的差异 

display diff configfile file-name-s { configfile 
file-name-d | current-configuration | 
startup-configuration } 
display diff current-configuration { configfile 
file-name-d | startup-configuration } 
display diff startup-configuration { configfile 
file-name-d | current-configuration } 

显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的内容 display saved-configuration 

显示用于本次及下次启动的配置文件的名

称 
display startup 

显示当前视图下生效的配置 display this 

 



i 

目  录 

1 软件升级 ······················································································································ 1-1 

1.1 软件升级简介 ············································································································· 1-1 

1.1.1 软件包类型 ······································································································· 1-1 

1.1.2 软件包的发布形式 ······························································································ 1-1 

1.1.3 设备支持的软件升级方式 ····················································································· 1-2 

1.1.4 设备软件升级 ···································································································· 1-2 

1.2 软件升级限制和指导 ···································································································· 1-3 

1.3 通过Boot-Loader方式升级设备软件 ················································································ 1-3 

1.3.1 升级任务简介 ···································································································· 1-3 

1.3.2 升级准备 ·········································································································· 1-3 

1.3.3 加载BootWare程序 ····························································································· 1-3 

1.3.4 指定新的启动软件包并完成升级 ············································································ 1-4 

1.3.5 将IRF主设备的当前软件包同步到从设备 ································································· 1-4 

1.4 通过Feature包或补丁包方式升级启动软件········································································ 1-5 

1.4.1 安装Feature包或补丁包 ······················································································· 1-5 

1.4.2 卸载Feature包或补丁包 ······················································································· 1-5 

1.5 软件升级显示和维护 ···································································································· 1-6 

1.6 软件升级典型配置举例 ································································································· 1-6 

1.6.1 通过重启方式升级启动软件包配置举例 ··································································· 1-6 

 



1-1 

1 软件升级 

1.1  软件升级简介 

软件升级用于对软件包进行版本升级、增加特定软件特性或是对软件缺陷进行修复。本章简要介绍

了软件升级涉及的主要软件包类型、软件升级方式、以及如何从命令行通过 Boot-Loader 方式对软

件进行升级。 

1.1.1  软件包类型 

软件升级涉及的软件包有：BootWare 程序和 Uniware 软件包。 

1. BootWare程序 

BootWare 程序也称为 Boot ROM 程序，包括基本段和扩展段。基本段用于引导系统启动。扩展段

用于硬件初始化并提供系统管理菜单。在设备无法正常启动的时，用户可通过这些菜单加载软件和

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并管理文件。为避免软件适配错误，BootWare 程序通常集成到 Uniware 软件

的 Boot 包中。 

2. Uniware软件包 

Uniware 软件包包含 Boot 包、System 包、Feature 包和补丁包。 

(1) Boot 包：包含 Linux 内核程序，提供进程管理、内存管理、文件系统管理等功能的.bin 文

件。 

(2) System 包：包含 Uniware 内核和基本功能模块的.bin 文件，比如设备管理、接口管理、配置

管理和路由模块等。 

(3) Feature 包：包含高级或定制业务的.bin 文件。用户可根据需要购买 Feature 包。 

(4) 补丁（Patch）包：用来修复设备软件缺陷的.bin 程序文件。补丁包只能修复启动软件包的缺

陷，不涉及功能的添加和删除。补丁包分为叠加补丁包和非叠加补丁包，具体定义如下： 

 叠加补丁包：不同版本的叠加补丁包能够同时安装多个，并且最新版本的补丁包可以包含、

不包含或不完全包含旧版本的补丁包所解决的问题。 

 非叠加补丁包：设备只能安装一个非叠加补丁包，安装新版本补丁包的同时，设备会卸载

旧版本的补丁包，新版本的补丁包包含旧版本的补丁包所解决的所有问题。 

叠加补丁包和非叠加补丁包可以同时安装到设备上。 

设备必须具有 Boot 包和 System 包才能正常运行。 

1.1.2  软件包的发布形式 

软件包有如下两种发布形式： 

• 以.bin 文件的形式独立发布。这种发布形式需要用户关注软件包之间的适配关系。 

• 打包为.ipe 的 IPE（Image Package Envelope，复合软件包套件）文件发布，减少软件包之

间的版本适配错误。设备在加载 IPE 文件时，会自动将它解压缩成多个.bin 文件，并使用这

些.bin 文件来升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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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文件的名称采用“设备简称-Uniware 版本-软件包类型-release 号”的形式。在本文档

中，Boot 包和 System 包的文件名统一采用 boot.bin 和 system.bin。 

 

1.1.3  设备支持的软件升级方式 

表1-1 软件升级方式 

升级方式 升级对象 说明 

通过命令行的Boot-Loader
方式升级 

• BootWare 程序 

• Uniware 软件包（该方式不能

升级补丁包） 
该方式需要重启设备，会导致当前业务中断 

通过BootWare菜单进行升

级 
• BootWare 程序 

• Uniware 软件包 

该方式用于无法启动Uniware系统时进行软件

升级和修复 

该升级方式需要连接到Console接口，断电重

启。启动过程中根据提示按<Ctrl+B>进入

BootWare菜单，通过BootWare来重新加载软

件包，具体操作请参见产品随软件发布的版本

说明书 

 

 

本章仅涉及如何通过命令行的 Boot-Loader 方式进行软件升级。 

 

1.1.4  设备软件升级 

1. 启动软件包 

在进行软件升级时，用户需要将升级软件包指定为启动软件包，作为设备下次启动时加载的软件包。 

在升级时，用户可为设备指定主用启动软件包和备用启动软件包。加载软件包时，系统会优先选择

主用软件包。只有当主用软件包不可用时，才会选择备用软件包。 

2. 启动软件包加载过程 

设备加载并初始化 BootWare 之后，会按如下流程来选择加载的启动软件包，进入 Uniware 系统： 

(1) 优先加载主用软件包。 

(2) 如果任何指定的主用软件包不存在或不可用，尝试加载备用软件包。 

(3) 如果任何指定的备用软件包不可用，设备加载失败，无法正常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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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软件升级限制和指导 

如果将可插拔存储介质内的软件包指定为设备下次启动时使用的软件包，重启设备时不要将可插拔

存储介质从设备上拔出，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启动。建议将固定存储介质中的软件包指定为

设备下次启动时使用的软件包。 

1.3  通过Boot-Loader方式升级设备软件 

1.3.1  升级任务简介 

(1) 升级整机 

a. （可选）加载BootWare程序 

预先加载 BootWare 程序能缩短后续软件包升级的时间，减小升级过程中断电引起的升级

失败。如果未执行本步骤，那么设备在升级 Boot 包时会自动升级 BootWare 程序。 

b. 指定新的启动软件包并完成升级 

(2) （可选）将IRF主设备的当前软件包同步到从设备 

IRF从设备的软件与 IRF主设备的软件不一致时，可通过本任务将 IRF主设备的启动软件包同

步到 IRF 从设备。 

1.3.2  升级准备 

升级设备软件前，请进行如下操作： 

(1) 使用 display version 命令查看设备当前运行的 BootWare 程序以及启动软件的版本。 

(2) 获取新软件的版本发布说明书，了解新软件的版本号、软件大小以及和当前运行的

BootWare 程序以及 Uniware 软件的兼容性。 

(3) 使用 dir 命令查看存储介质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存储新的软件。如果存储空间不足，可使用

delete 命令删除一些暂时不用的文件。关于 dir 和 delete 命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基础

配置命令参考”中的“文件系统管理”。 

在 IRF 中，请保证所有成员设备上都有足够的存储空间。 

(4) 使用 FTP、TFTP 方式将新软件包下载到任一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下。FTP、TFTP 和文件系统

管理的具体配置和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FTP 和 TFTP”和“文件系统管

理”。 

1.3.3  加载BootWare程序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操作。 

(1) 加载新的 BootWare 程序。 
bootrom update file file slot slot-number-list  

执行本命令后，系统会将文件系统中的 BootWare 程序加载到 BootWare 的 Normal 区。 

要使新的 BootWare 程序生效，需要重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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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指定新的启动软件包并完成升级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操作。 

(1) 为所有成员设备指定启动软件包。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boot-loader file ipe-filename [ patch filename&<1-16> ] { all | slot 
slot-number } { backup | main } 

 boot-loader file boot filename system filename [ feature 
filename&<1-30> ] [ patch filename&<1-16> ] { all | slot slot-number } 
{ backup | main } 

对于有多台成员设备组成的 IRF 系统中，建议使用 all 参数升级软件包，逐一升级 slot 会导

致升级期间 slot 之间的版本不一致。 

(2) 保存当前配置。 
save 

(3) 重启设备。 
reboot 

(4) （可选）可选检查升级后的软件版本。 
display version 

确认当前的软件版本为升级后的版本。 

1.3.5  将IRF主设备的当前软件包同步到从设备 

1. 功能简介 

当从设备和主设备的下次启动软件版本不一致时，需要刷新从设备的软件版本，使其软件版本和主

设备当前运行的软件版本保持一致。 

在进行软件同步时，系统会进行如下处理： 

• 如果主设备是使用主用启动软件包启动的，则将其主用下次启动软件包拷贝到从设备的对应

目录下，并设置为从设备的主用启动软件包。如果这些软件包中有任一软件包不存在或者不

可用，则命令执行失败。 

• 如果主设备是使用备用启动软件包列表启动的，则将其备用下次启动软件包列表中的软件包

拷贝到从设备的对应目录下，并设置为从设备的主用下次启动软件包。如果这些软件包中有

任一软件包不存在或者不可用，则命令执行失败。 

2. 升级限制和指导 

如果主设备刚安装了补丁，在执行本命令前，请执行 install commit 命令刷新主设备的主用启

动软件包列表。否则，可能导致备设备升级后与主设备的版本不一致。 

3. 升级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操作。 

(1) 指定需要同步主设备的从设备。 
boot-loader update { all | slot slot-number } 

(2) 重启涉及同步的从设备。 
reboot slot slot-number [ force ] 



1-5 

1.4  通过Feature包或补丁包方式升级启动软件 

1.4.1  安装Feature包或补丁包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安装补丁包前，需进行如下判断： 

• 如果当前设备上未安装补丁包，那么直接安装补丁包。 

• 如果当前设备上已安装补丁包，则需查看版本说明书，对比新旧补丁包之间的功能差异： 

 若新版本的补丁包中包含旧版本补丁包中的所有功能，且在安装完新版本的补丁包后旧版

本的补丁包还存在，为了清理存储空间，可以手工卸载并删除旧版本的补丁包，不会影响

设备的运行。 

 若新版本的补丁包中不包含或不完全包含旧版本补丁包中的所有功能，请不要对旧版本的

补丁包进行卸载和删除操作。 

安装 Feature 包或补丁包过程中，不要对设备进行重启或进行主设备与从设备倒换等操作，否则可

能导致安装失败。 

2. 配置步骤 

(1) 下载 Feature 包或补丁包。 

使用 FTP、TFTP 方式将 Feature 包或补丁包下载到主设备缺省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下。 

从设备上无需逐一下载Feature包或补丁包，为从设备安装Feature包或补丁包时，系统会自

动将主设备上的 Feature 包或补丁包拷贝并安装到从设备。 

FTP 及 TFTP 具体配置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FTP 及 TFTP”。 

(2) 激活 Feature 包或补丁包。 
 install activate feature filename&<1-30> slot slot-number 

 install activate patch filename { all | slot slot-number } 

指定all参数表示同时激活所有硬件上的补丁包，此时无需执行install commit命令，所

有补丁包在设备重启后继续生效。 

(3) 确认 Feature 包或补丁包更改。 
install commit 

激活 Feature包或补丁包以后，Feature包或补丁包仅对设备本次启动生效，设备重启后这些

Feature包或补丁包不再有效。用户只有确认 Feature包或补丁包更改后，才能使此次激活的

Feature 包或补丁包在系统重启后仍然有效。 

1.4.2  卸载Feature包或补丁包 

(1) 卸载 Feature 包或补丁包。 
 install deactivate feature filename&<1-30> slot slot-number 

 install deactivate patch filename { all | slot slot-number } 

指定all参数表示同时卸载所有硬件上的补丁包，此时无需执行install commit命令，所

有补丁包在设备重启后不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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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 Feature包或补丁包只能使 Feature包或补丁包不再运行，但 Feature包或补丁包依旧保

存在设备的缺省文件系统中。 

(2) 确认补丁包更改。 
install commit 

卸载 Feature 包或补丁包以后，Feature 包或补丁包仅从当前启动软件包列表中删除，设备重启后

这些 Feature 包或补丁包继续生效。用户只有确认 Feature 包或补丁包更改后，才能使此次删除的

Feature 包或补丁包在系统重启后不再生效。 

1.5  软件升级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软件升级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本次启动和下次启动所采用的启动软件包的

名称 
display boot-loader [ slot slot-number ] 

 

1.6  软件升级典型配置举例 

1.6.1  通过重启方式升级启动软件包配置举例 

1. 配置需求 

• IRF 由两个成员设备组成：主设备的成员编号为 1，从设备的成员编号为 2。 

• 现要求对设备启动软件包进行升级，使设备使用新的启动软件包运行。 

2. 组网图 

图1-1 通过重启方式升级启动软件包配置举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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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 本举例只给出配置步骤和涉及的命令，关于命令的提示信息，请以设备的实际情况为准。 

• 为了保险起见，在配置主用下次启动软件包/IPE 文件时，建议将主用下次启动软件包/IPE 文件

进行备份，再将备份文件设置为备用下次启动软件包/IPE 文件。如果 Flash 上存储空间有限，

可以不备份。 

 

# 配置 IP 地址以及路由，确保 IRF 和 TFTP server 之间路由可达。配置步骤略。 

# 查看设备当前使用的启动软件包的版本。 
<Sysname> display version 

# 复制设备当前使用的启动软件包。 
<Sysname> copy boot.bin boot_backup.bin 

<Sysname> copy system.bin system_backup.bin 

# 指定主设备和从设备下次启动时使用的备用软件包为 boot_backup.bin/system_backup.bin。 
<Sysname> boot-loader file boot flash:/boot_backup.bin system flash:/system_backup.bin slot 
1 backup 

<Sysname> boot-loader file boot flash:/boot_backup.bin system flash:/system_backup.bin slot 
2 backup 

# 将待升级的 IPE 文件 startup-a2105.ipe 从 TFTP server 下载到主设备 Flash 的根目录下。 
<Sysname> tftp 2.2.2.2 get startup-a2105.ipe 

# 指定主设备和从设备下次启动时使用 startup-a2105.ipe 作为主用 IPE 文件。 
<Sysname> boot-loader file flash:/startup-a2105.ipe slot 1 main 

<Sysname> boot-loader file flash:/startup-a2105.ipe slot 2 main 

# 查看主用、备用下次启动 IPE 文件是否配置成功。 
<Sysname> display boot-loader 

# 重启所有成员设备，以便运行新的启动软件包完成升级。 
<Sysname> reboot 

4. 验证配置 

设备重启后，查看 IRF 使用的启动软件包的版本。 
<Sysname> display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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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管理 
通过设备管理功能，用户能够查看设备当前的工作状态，配置设备运行的相关参数，实现对设备的

日常维护和管理。 

1.1  设备管理任务简介 

设备管理的所有配置任务均为可选配置，配置时无先后顺序要求，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配置。设备

管理配置任务如下： 

• 配置设备的基本参数 

 配置设备名称 

 配置系统时间 

 开启版权信息显示功能 

 配置欢迎信息 

• 配置密码恢复功能 

• 配置端口状态检测定时器 

• 监控设备 

 监控CPU利用率 

 配置内存告警门限 

 配置温度告警门限 

• 管理设备上的资源 

 配置断电通知功能 

 可插拔接口模块的识别与诊断 

• 维护设备 

 配置定时执行任务功能 

 重启设备 

 恢复出厂状态 

1.2  配置设备名称 

1. 功能简介 

设备名称用于在网络中标识某台设备，在系统内部，设备名称对应于命令行接口的提示符，如设备

的名称为 Sysname，则用户视图的提示符为<Sysname>。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名称。 
sysname sy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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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设备的名称为 UNIS。 

1.3  配置系统时间 

1.3.1  功能简介 

为了保证与其它设备协调工作，为了更好的监控和维护设备，请确保设备的系统时间是准确的。 

设备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取系统时间： 

• 命令行配置。用户通过命令行指定系统时间后，设备会使用内部晶体震荡器产生的时钟信号

继续计时。 

• 网络时钟同步。设备周期性的同步 NTP 服务器的 UTC（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国际

协调时间）时间，并用同步得到的 UTC 时间和设备上配置的本地时区、夏令时参数运算，得

出当前的系统时间。关于 NT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NTP”。 

从网络时钟源获取的时间比命令行配置的时间更精准，推荐使用。 

1.3.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通过命令行配置系统时间时，不管当前是否已经配置夏令时和时区，clock datetime 命令中指

定的时间即为当前的系统时间。 

设备通过命令行配置或者网络同步获取到系统时间后，如果再修改夏令时或者时区，设备会用修改

后的夏令时和时区重新计算系统时间，计算后得到的系统时间可通过 display clock 命令查看。 

1.3.3  配置任务简介 

系统时间的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系统时间的获取方式。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通过命令行配置系统时间 

 通过网络协议获取UTC时间 

(2) （可选）配置时区 

请将所有网络设备的时区和当地地理时区保持一致。 

(3) （可选）配置夏令时 

请将所有网络设备的夏令时和当地夏令时保持一致。 

1.3.4  通过命令行配置系统时间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通过命令行配置系统时间。 
clock protocol none 

缺省情况下，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多次执行 clock protocol命令， 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可能会导致系统时间被修改。 

(3) 返回用户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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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t 

(4) 配置系统时间。 
clock datetime time date 

设备的系统时间为 UTC 时间 2013 年 1 月 1 日零点。 

1.3.5  通过网络协议获取UTC时间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通过网络协议获取 UTC 时间。 
clock protocol ntp 

缺省情况下，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多次执行 clock protocol命令， 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可能会导致系统时间被修改。 

(3) 配置 NTP 的相关参数。关于 NTP 的配置，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NTP”。 

1.3.6  配置时区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系统所在的时区。 
clock timezone zone-name { add | minus } zone-offset 

缺省情况下，系统所在的时区为零时区，即设备采用 UTC 时间。 

1.3.7  配置夏令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夏令时。 
clock summer-time name start-time start-date end-time end-date add-ti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夏令时。 

1.4  开启版权信息显示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版权信息显示功能后，使用 Telnet 或 SSH 方式登录设备时会显示版权信息，使用 Console 口

登录设备再退出用户视图时，由于设备会自动再次登录，因此也会显示版权信息，其它情况不显示

版权信息。 

禁止版权信息显示功能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显示版权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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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启版权信息显示功能。 
copyright-info enable 

缺省情况下，版权信息显示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5  配置欢迎信息 

1. 功能简介 

欢迎信息是用户在连接到设备后、进入 CLI 配置界面前系统显示的一段提示信息。管理员可以根据

需要，配置欢迎信息。 

系统支持如下几种欢迎信息： 

• legal 欢迎信息。系统在用户登录前会给出一些版权或者授权信息，然后显示 legal 条幅，并等

待用户确认是否继续登录。如果用户输入“Y”或者按<Enter>键，则继续登录过程；如果输

入“N”，则断开连接，退出登录过程。“Y”和“N”不区分大小写。 

• MOTD（Message Of The Day，每日提示）欢迎信息。 

• login 欢迎信息。只有用户界面下配置了 password 或者 scheme 认证方式时，才显示该欢迎

信息。 

• shell 欢迎信息。用户登录进入用户视图时，时显示 shell 欢迎信息。 

以上几种欢迎信息的显示顺序为：legal 欢迎信息、MOTD 欢迎信息、login 欢迎信息或 shell 欢迎信

息。 

2. 欢迎信息输入方式 

欢迎信息可以单行或多行输入。 

• 单行输入 

该方式下，命令关键字与欢迎信息的所有内容在同一行中输入，输入内容 text 的第一个字符

和 后一个字符分别作为起始符和结束符，起始符和结束符可以为任意可见字符但两者必须

相同，且不属于欢迎信息的内容。此时包括命令关键字、起始符和结束符在内，一共可以输

入 511 个字符。在该方式下输入欢迎信息过程中不能回车（按<Enter>键）。例如，配置 shell
欢迎信息为“Have a nice day.”，可参照如下步骤： 
<System> system-view 

[System] header shell %Have a nice day.% 

 

单行输入方式配置的欢迎信息本身不能包含换行符。 

 

• 多行输入 

该方式下，通过回车键将欢迎信息分多行输入。如果输入的内容中包括换行，则换行算两个

字符。多行输入又分三种方式： 

 命令关键字后直接回车，输入欢迎信息并以“%”作为欢迎信息的结束符结束配置，“%”

不属于欢迎信息的内容。该方式，不包括起始符但包括结束符在内，一共可以输入 1999
个字符。例如，配置的欢迎信息为“Have a nice day.”，可参照如下步骤： 
<System> system-view 

[System] header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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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input banner content, and quit with the character '%'. 

Have a nice day.% 

 命令关键字后输入一个字符后回车，以这个字符作为欢迎信息的起始符和结束符，输入完

欢迎信息以后，以结束符结束配置。起始符和结束符不属于欢迎信息的内容。该方式，不

包括起始符但包括结束符在内，一共可以输入 1999 个字符。例如，配置的欢迎信息为

“Have a nice day.”，可参照如下步骤： 
<System> system-view 

[System] header shell A 

Please input banner content, and quit with the character 'A'. 

Have a nice day.A 

 命令关键字后输入多个字符（首尾不相同）后回车，以命令关键字后的第一个字符作为欢

迎信息的起始符和结束符，输入完欢迎信息以后，以结束符结束配置。起始符和结束符不

属于欢迎信息的内容。该方式，包括起始符和结束符在内，一共可以输入 2002 个字符。

例如，配置的欢迎信息为“Have a nice day.”，可参照如下步骤： 
<System> system-view 

[System] header shell AHave a nice day. 

Please input banner content, and quit with the character 'A'. 

A 

 

多行输入方式配置的欢迎信息本身可以包含换行符。配置欢迎信息内容时键入的回车，即对

应最终显示的欢迎信息中的换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欢迎信息。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legal 欢迎信息。 
header legal text 

 配置 MOTD 欢迎信息。 
header motd text 

 配置 login 欢迎信息。 
header login text 

 配置 shell 欢迎信息。 
header shell text 

1.6  配置密码恢复功能 

1. 功能简介 

使能密码恢复功能后，当用户忘记 Console 口认证密码或者登录认证失败，导致无法使用 Console
口登录设备时，可通过 Console 口连接设备，硬件重启设备，并在启动过程中根据提示按<Ctr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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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BootWare 菜单，再选择对应的 BootWare 菜单选项来修复这个问题。关闭密码恢复功能后，

设备将处于一个安全性更高的状态，即当出现上述情况时，若想继续使用 Console 口登录设备，只

能通过 BootWare 菜单选择将设备恢复为出厂配置之后方可继续操作，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非法用

户获取启动配置文件。 

BootWare 菜单的详细描述，请参见产品的版本说明书。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使能密码恢复功能。 
password-recovery enable 

缺省情况下，密码恢复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1.7  配置端口状态检测定时器 

1. 功能简介 

某些协议模块（比如 STP、DLDP 等）在特定情况下会自动关闭某个端口。此时，可以配置一个端

口状态检测定时器。当定时器超时，如果该端口仍处于关闭状态，则协议模块会自动取消关闭动作，

使端口恢复到真实的物理状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端口状态检测定时器的时长。 
shutdown-interval time 

缺省情况下，端口状态检测定时器时长为 30 秒。 

1.8  监控CPU利用率 

1. 功能简介 

• CPU 告警功能 

系统每隔 1 分钟会对 CPU 的利用率进行采样，并将采样值和用户配置的 CPU 利用率告警门

限比较。 

 当采样值大于低级别告警门限时，则 CPU 进入低级别告警状态，会周期发送 CPU 低级别

告警通知，直到 CPU 进入高级别告警状态或者低级别告警状态解除。 

 当采样值大于高级别告警门限时，则 CPU 进入高级别告警状态，会周期发送 CPU 高级别

告警通知，直到高级别告警状态解除。 

 当采样值回落，小于 CPU 利用率恢复门限时，则认为 CPU 利用率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

并发送恢复告警通知。 

CPU 告警通知会同时向 NETCONF、SNMP、信息中心三个方向输出，通过配置 NETCONF、
SNMP、信息中心功能，CPU 告警 终能以 NETCONF 事件、SNMP Trap 或 Inform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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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的形式发送给用户。NETCONF、SNMP、信息中心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

配置指导”中的“NETCONF”、“SNMP”、“信息中心”。 

CPU 告警示意图 

 
 

• CPU 利用率历史记录功能 

开启 CPU 利用率历史记录功能后，系统会每隔一定时间（可通过 monitor cpu-usage 

interval 命令配置）对 CPU 的利用率进行采样，并把采样结果保存到历史记录区。这些记

录可通过 display cpu-usage history 命令查看，以便用户监控设备近期的运行情况。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CPU 利用率阈值。 
monitor cpu-usage threshold severe-threshold minor-threshold 
minor-threshold recovery-threshold recovery-threshold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缺省情况下，CPU 利用率高级别告警门限为 99%，低级别告警门限为 98%，恢复门限为

50%。 

(3) 配置发送 CPU 告警事件的间隔。 
monitor resend cpu-usage { minor-interval minor-interval | 

severe-interval severe-interval }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持续 300 秒超过低级别告警门限则上报一次 CPU 低级别告警事件，持续 60 秒

超过高级别告警门限则上报一次 CPU 高级别告警事件。 

(4) 配置 CPU 利用率历史记录的采样周期。 
monitor cpu-usage interval interval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缺省情况下，CPU 使用率历史记录采样周期为 1 分钟。 

高级别告警门限

高级别告警解除

时间

CPU使用率

低级别告警门限

进入低级别告警状态

进入高级别告警状态

低级别告警解
除，恢复正常

恢复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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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启 CPU 利用率历史记录功能。 
monitor cpu-usage enable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缺省情况下，CPU 使用率历史记录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9  配置内存告警门限 

1. 功能简介 

系统实时监控系统剩余空闲内存大小，当条件达到一级、二级、三级告警门限或者恢复正常状态门

限时，就产生相应的告警/告警解除通知，通知关联的业务模块/进程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 大限

度的利用内存，又能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一级（minor）、二级（severe）和三级（critical）门限，对应的系统剩余空闲内存越来越少，

紧急程度越来越严重。 

• 当系统剩余空闲内存第一次小于等于一级告警门限时，产生一级告警； 

• 当系统剩余空闲内存第一次小于等于二级告警门限时，产生二级告警； 

• 当系统剩余空闲内存第一次小于等于三级告警门限时，产生三级告警； 

• 当系统剩余空闲内存大于等于二级告警门限时，产生三级告警解除通知； 

• 当系统剩余空闲内存大于等于一级告警门限时，产生二级告警解除通知； 

• 当系统剩余空闲内存大于等于正常内存大小时，产生一级告警解除通知； 

同一级别的告警/告警解除通知是交替进行的：当系统剩余空闲内存小于等于某级告警门限，设备产

生相应级别的告警，后续只有该告警解除了，系统剩余空闲内存再次小于等于某级告警门限时，才

会再次生成该级别的告警。 

当系统的剩余空闲内存大小如 图 1-1 中曲线所示时，会生成如 图 1-1 所示的告警和解除告警通知。 

图1-1 内存告警示意图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一级门限告警解除通知

二级门限告警解除通知

一级门限（minor）

三级门限（critical）

时间

剩余空闲内存大小

二级门限（severe）

正常状态（normal）
一级

门限告警

二级门限告警

三级门限告警

三级门限告警解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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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内存利用率阈值。 
memory-threshold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usage 
memory-threshold 

缺省情况下，内存利用率阈值为 100%。 

(3) 配置空闲内存告警的门限值。 
memory-threshold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 ratio ] minor 
minor-value severe severe-value critical critical-value normal 

normal-value 

缺省情况下，一级告警门限为 60MB，二级告警门限为 56MB，三级告警门限为 52MB，系统

恢复到正常的内存门限为 64MB。 

(4) 配置发送内存告警事件的间隔。 
monitor resend memory-threshold { critical-interval critical-interval 

| minor-interval minor-interval | severe-interval severe-interval }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持续 12 小时超过一级告警门限则上报一次一级告警事件通知，持续 3 小时超过

二级告警门限则上报一次二级告警事件通知，持续 1 小时超过三级告警门限则上报一次三级

告警事件通知。 

1.10  配置温度告警门限 

1. 功能简介 

通过以下配置任务，用户可以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配置不同的温度告警门限，来监控设备上不同位

置温度传感器的温度。 

设备可配置的温度告警门限包括：低温告警门限、一般级（Warning）高温告警门限、严重级（Alarm）

高温告警门限。 

如果温度低于低温告警门限、高于一般级或严重级高温门限，系统均会生成相应的日志信息和告警

信息提示用户，并通过设备面板上的指示灯来告警，以便用户及时进行处理。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的温度告警门限。 
temperature-limit slot slot-number hotspot sensor-number lowlimit 
warninglimit [ alarmlimit ] 

不同温度传感器的温度门限可能不同，请先使用 undo temperature-limit 命令恢复缺省

情况后，再通过 display environment 命令查看设备的缺省温度告警门限。 

高温告警门限必须大于低温告警门限；Alarm 高温告警门限必须大于 Warning 高温告警门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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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配置断电通知功能 

1. 功能简介 

配置该功能后，如果设备断电，设备会利用余电立即以 SNMP Trap 和（或）日志的形式给目的主

机发送断电告警、日志，来告知设备已掉电。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发送断电告警/日志的源接口。 
dying-gasp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发送断电告警/日志的源接口。在 IPv4 网络中，设备将使用报文出接口的

主 IPv4 地址作为发送断电告警/日志报文的源 IP 地址；在 IPv6 网络中，设备自动选择断电告

警/日志报文的源 IPv6 地址，具体选择原则请参见 RFC 3484。 

(3) 配置接收断电告警的目的主机的参数。 
dying-gasp host { ip-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snmp-trap version { v1 
| v2c } securityname security-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接收断电告警的目的主机的参数。 

多次配置该命令可指定多个目的主机，使得设备可以向多个主机发送断电告警信息。 

(4) 配置接收断电日志的目的主机的参数。 
dying-gasp host { ip-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syslo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接收断电日志的目的主机的参数。 

多次配置该命令可指定多个目的主机，使得设备可以向多个主机发送断电日志信息。 

1.12  可插拔接口模块的识别与诊断 

1.12.1  识别可插拔接口模块 

1. 功能简介 

可以通过显示可插拔接口模块的主要特征参数或者电子标签信息来识别可插拔接口模块。 

• 可插拔接口模块的主要特征参数包括：模块型号、连接器类型、发送激光的中心波长、信号

的有效传输距离、模块生产厂商名称等信息。 

• 电子标签信息也可以称为永久配置数据或档案信息，在光模块或者设备的调试、测试过程中

被写入到光模块或者设备的存储器件中，包括光模块或者设备的名称、生产序列号、MAC 地

址、制造商等信息。 

2. 配置步骤 

请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 

• 显示可插拔接口模块的主要特征参数。 
display transceiver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显示可插拔接口模块的电子标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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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transceiver manuinfo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12.2  诊断可插拔接口模块 

1. 功能简介 

系统提供故障告警信息描述了可插拔接口模块的故障来源，以便用户诊断和解决故障。系统还提供

了数字诊断功能，其原理是对影响光模块工作的关键参数进行监控（这些关键参数包括：温度、电

压、激光偏置电流、发送光功率和接收光功率等），当这些参数的值异常时，用户可以采取相应的

措施，预防故障发生。 

2. 配置步骤 

请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 

• 显示可插拔接口模块的当前故障告警信息。 
display transceiver alarm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显示可插拔光模块的数字诊断参数的当前测量值。 
display transceiver diagnosis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13  配置定时执行任务功能 

1.13.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定时执行任务功能可以让设备在指定时刻或延迟指定时间后，自动执行指定命令，使设备

能够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完成某些配置。该功能不但增强了设备的自动控制和管理能力，提高了易

用性，而且可以起到有效节能的作用。 

定时执行任务有两种类型：一次性执行方式和循环执行方式。两种方式都支持在同一任务中执行多

条命令。一次性执行的配置任务不能保存到配置文件，设备重启后该任务将取消。循环执行的配置

任务能保存到配置文件，等下次时间到达，任务将自动执行。 

1.13.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设备重启后，系统时间会恢复到出厂配置。请重新配置系统时间，或者配置 NTP 功能，保证

设备能够获得准确的时间，以便配置的定时执行任务能够在期望的时间点执行。NTP 的配置

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NTP”。 

• 通过 command 分配的命令行必须是设备上可成功执行的命令行，但不能包括 telnet、ftp、

ssh2 和 monitor process。由用户保证配置的正确性，否则，命令行不能自动被执行。 

• 如果需要分配的命令（假设为 A）是用户视图下的命令，则直接使用 command命令分配即可，

比如：command 1 display interface；如果需要分配的命令（假设为 A）是非用户视图下的命

令，则必须先分配进入 A 所在视图的命令（指定较小的 id 值），再分配 A。比如：要使用

Job 定时执行 shutdown 命令，则需执行三次 command 命令，分别分配 system-view、

interface、shutdown 命令，且各 command 命令的 id 值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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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时执行任务时，设备不会与用户交互信息。当需要用户交互确认时，系统将自动输入“Y”
或“Yes”；当需要用户交互输入字符信息时，系统将自动输入缺省字符串，没有缺省字符串

的将自动输入空字符串。 

• 系统将在后台定时执行任务，不显示任何输出信息（log、trap、debug 等系统信息除外）。 

1.13.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Job。 
scheduler job job-name 

(3) 为 Job 分配命令。 
command id command 

缺省情况下，没有为 Job 分配命令。 

多次执行该命令可以为 Job 分配多条命令，命令的执行顺序由 id 参数的大小决定，数值小的

先执行。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创建 Schedule。 
scheduler schedule schedule-name 

(6) 为 Schedule 分配 Job。 
job job-name 

缺省情况下，没有为 Schedule 分配 Job。 

多次执行该命令可以为 Schedule 分配多个 Job，各个 Job 之间并发执行。 

(7) 配置执行 Schedule 的定时任务时使用的用户角色。 
user-role role-name 

缺省情况下，Schedule 执行定时任务时使用的用户角色，为创建该 Schedule 的用户的用户

角色。 

多次执行本命令可给Schedule配置多个用户角色，系统会使用这些用户角色权限的并集去执

行 Schedule。 

(8) 配置执行 Schedule 的时间。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在指定时刻执行 Schedule。 

time at time date 

time once at time [ month-date month-day | week-day week-day&<1-7> ] 

 配置延迟执行 Schedule 的时间。 
time once delay time 

 为 Schedule 配置循环执行时间。 
time repeating at time [ month-date [ month-day | last ] | week-day 
week-day&<1-7> ] 

 为 Schedule 配置循环执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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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repeating [ at time [date ] ]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没有为 Schedule 配置执行时间。 

一个 Schedule 只能配置一个时间， 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 

1.13.4  定时执行任务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对 Device 进行配置，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上午八点到下午十八点开启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其它时间关闭端口，以便起到有效节能的作用。 

2. 组网图 

图1-2 定时执行任务典型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进入系统视图。 
<Sysname> system-view 

# 创建关闭 GigabitEthernet1/0/1 的 Job。 
[Sysname] scheduler job 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1 

[Sysname-job-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1] command 1 system-view 

[Sysname-job-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1] command 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job-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1] command 3 shutdown 

[Sysname-job-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开启 GigabitEthernet1/0/1 的 Job。 
[Sysname] scheduler job start-GigabitEthernet1/0/1 

[Sysname-job-start-GigabitEthernet1/0/1] command 1 system-view 

[Sysname-job-start-GigabitEthernet1/0/1] command 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job-start-GigabitEthernet1/0/1] command 3 undo shutdown 

[Sysname-job-start-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关闭 GigabitEthernet1/0/2 的 Job。 
[Sysname] scheduler job 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2 

[Sysname-job-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2] command 1 system-view 

[Sysname-job-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2] command 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ysname-job-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2] command 3 shutdown 

[Sysname-job-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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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开启 GigabitEthernet1/0/2 的 Job。 
[Sysname] scheduler job start-GigabitEthernet1/0/2 

[Sysname-job-start-GigabitEthernet1/0/2] command 1 system-view 

[Sysname-job-start-GigabitEthernet1/0/2] command 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ysname-job-start-GigabitEthernet1/0/2] command 3 undo shutdown 

[Sysname-job-start-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定时执行任务，使 Device 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上午八点开启 pc1、pc2 对应的以太网端口。 
[Sysname] scheduler schedule START-pc1/pc2 

[Sysname-schedule-START-pc1/pc2] job start-GigabitEthernet1/0/1 

[Sysname-schedule-START-pc1/pc2] job start-GigabitEthernet1/0/2 

[Sysname-schedule-START-pc1/pc2] time repeating at 8:00 week-day mon tue wed thu fri 

[Sysname-schedule-START-pc1/pc2] quit 

# 配置定时执行任务，使 Device 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十八点关闭 pc1、pc2 对应的以太网端口。 
[Sysname] scheduler schedule STOP-pc1/pc2 

[Sysname-schedule-STOP-pc1/pc2] job 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1 

[Sysname-schedule-STOP-pc1/pc2] job 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2 

[Sysname-schedule-STOP-pc1/pc2] time repeating at 18:00 week-day mon tue wed thu fri 

[Sysname-schedule-STOP-pc1/pc2]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Job 的配置信息。 
[Sysname] display scheduler job 

Job name: 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1 

 system-view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hutdown 

 

Job name: 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2 

 system-view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hutdown 

 

Job name: start-GigabitEthernet1/0/1 

 system-view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undo shutdown 

 

Job name: start-GigabitEthernet1/0/2 

 system-view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undo shutdown 

# 显示定时任务的运行信息。 
[Sysname] display scheduler schedule 

Schedule name        : START-pc1/pc2 

Schedule type        : Run on every Mon Tue Wed Thu Fri at 08:00:00 

Start time           : Wed Sep 28 08:00:00 2011 

Last execution time  : Wed Sep 28 08:00:00 2011 

Last completion time : Wed Sep 28 08:00:0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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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on counts     : 1 

----------------------------------------------------------------------- 

Job name                                          Last execution status 

start-GigabitEthernet1/0/1                                 Successful 

start-GigabitEthernet1/0/2                                 Successful 

 

Schedule name        : STOP-pc1/pc2 

Schedule type        : Run on every Mon Tue Wed Thu Fri at 18:00:00 

Start time           : Wed Sep 28 18:00:00 2011 

Last execution time  : Wed Sep 28 18:00:00 2011 

Last completion time : Wed Sep 28 18:00:01 2011 

Execution counts     : 1 

----------------------------------------------------------------------- 

Job name                                          Last execution status 

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1                              Successful 

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2                              Successful 

# 显示 Job 运行的输出信息。 
[Sysname] display scheduler logfile 

Job name        : start-GigabitEthernet1/0/1 

Schedule name   : START-pc1/pc2 

Execution time  : Wed Sep 28 08:00:00 2011 

Completion time : Wed Sep 28 08:00:02 2011 

--------------------------------- Job output ----------------------------------- 

<Sysname>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ysnam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undo shutdown 

 

Job name        : start-GigabitEthernet1/0/2 

Schedule name   : START-pc1/pc2 

Execution time  : Wed Sep 28 08:00:00 2011 

Completion time : Wed Sep 28 08:00:02 2011 

--------------------------------- Job output ----------------------------------- 

<Sysname>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ysnam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2]undo shutdown 

 

Job name        : 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1 

Schedule name   : STOP-pc1/pc2 

Execution time  : Wed Sep 28 18:00:00 2011 

Completion time : Wed Sep 28 18:00:01 2011 

--------------------------------- Job output ----------------------------------- 

<Sysname>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ysnam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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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name        : shutdown-GigabitEthernet1/0/2 

Schedule name   : STOP-pc1/pc2 

Execution time  : Wed Sep 28 18:00:00 2011 

Completion time : Wed Sep 28 18:00:01 2011 

--------------------------------- Job output ----------------------------------- 

<Sysname>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ysname]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2]shutdown 

1.14  重启设备 

1.14.1  功能简介 

重启设备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 硬件重启 

通过断电后重新上电来重启设备。该方式对设备影响较大，如果对运行中的设备进行强制断电，可

能会造成数据丢失。一般情况下，建议不要使用这种方式。 

(2) 命令行重启 

主要用于远程重启设备，而不需要到设备所在地进行断电/上电重启。设备支持以下配置方式： 

• 通过 reboot 命令行立即重启设备。 

• 通过 scheduler reboot 定时重启设备。该方式效果同执行 reboot 命令，只是使用该方式

用户可以配置时间点，让设备在该时间点自动重启，或者配置一个时延，让设备经过指定时

间后自动重启。比“通过 reboot 命令行立即重启设备”方式灵活。 

 

1.1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重新启动会导致业务中断，请谨慎使用。 

如果设备在准备重启时，用户正在进行文件操作，为了安全起见，系统将不会执行此次重启操作。 

1.14.3  通过reboot命令行立即重启设备 

1. 配置准备 

请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 

(1) 确认是否配置了正确的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display startup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配置文件管理”。 

(2) 确认是否配置了正确的下次启动文件。 
display boot-loader 

如果主用启动文件损坏或者不存在，则不允许通过 reboot 命令重启设备。请指定新的主用

启动文件后再重启。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软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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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避免重启后配置丢失，将当前配置保存到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save 

请根据需要保存当前配置，以免重启后配置丢失。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配置文件管理”。 

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重启设备。 
reboot [ slot slot-number ] [ force ] 

1.14.4  通过scheduler reboot定时重启设备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该配置对所有成员设备生效。配置定时重启后，如果发生主设备和从设备倒换，则定时重启配置将

自动取消。 

当多次执行 scheduler reboot 命令， 新的配置生效。 

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配置重启设备的具体时间或延迟时间。 

• scheduler reboot at time [ date ] 

• scheduler reboot delay ti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设备重启的时间。 

1.15  恢复出厂状态 

1. 功能简介 

当设备使用场景更改，或者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使用本特性将设备恢复到出厂状态，仅保留“.bin”
文件。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请谨慎使用本特性。 

3. 配置步骤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将设备恢复到出厂状态。 
restore factory-default 

(2) 重启设备。 
reboot 

执行 reboot 命令时，请不要选择保存当前配置，否则，设备将以保存的配置重启。 

1.16  设备管理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设备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请在系统视图下执行 reset version-update-record 命令，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scheduler logfil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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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设备管理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系统当前的时间、日期、本地时

区以及夏令时配置 
display clock 

显示设备的版权信息 display copyright 

显示CPU利用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cpu-usage [ summary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core { core-number | all } ] ] ] 

显示CPU利用率历史信息记录功能相

关配置 
display cpu-usage configuration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以图表方式显示CPU利用率的历史记

录 
display cpu-usage history [ job job-id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设备信息 display device [ flash | usb ] [ slot slot-number | 
verbose ] 

显示设备的电子标签信息 display device manuinfo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指定电源的电子标签信息 display device manuinfo slot slot-number power power-id

收集诊断信息 
display diagnostic-information [ hardware | 
infrastructure | l2 | l3 | service ] [ key-info ] 
[ filename ] 

显示接收断电告警的目的主机的信息 display dying-gasp host 

显示设备的温度信息 display environment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风扇的工作状态 display fan [ slot slot-number [ fan-id ] ] 

显示设备的内存使用状态 display memory [ summary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内存告警门限相关信息 display memory-threshold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设备的电源状态 display power [ slot slot-number [ power-id ] ] 

显示Job的配置信息 display scheduler job [ job-name ] 

显示Job的执行日志信息 display scheduler logfile 

显示定时重启功能的相关配置 display scheduler reboot 

显示Schedule的相关信息 display scheduler schedule [ schedule-name ] 

显示系统的稳定状态 display system stable state 

显示系统版本信息 display version 

显示启动软件包版本更新操作的记录 display version-update-record 

清除Schedule日志文件的相关信息 reset scheduler logfile 

清除启动软件包版本更新操作的记录 reset version-update-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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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cl 
1.1  Tcl在Cowmare V7中的使用 

UniwareV7 系统内嵌了 Tcl（Tool Command Language，工具命令语言）解析器，支持直接在设备

上执行 Tcl 脚本命令，以实现通过 Tcl 脚本配置设备。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tclsh 命令，会进入 Tcl 配置视图。为兼容 Uniware 配置方式，在 Tcl 配置视图

下，用户可以直接输入 Tcl 脚本命令，也可以输入 Uniware 系统的命令。命令输入完成后，直接回

车即可执行。 

Tcl 配置视图下，支持 Tcl8.5 版本的所有命令。 

对于 Uniware 系统的命令，Tcl 配置视图相当于用户视图，配置方式同用户视图下的配置。 

1.2  Tcl配置限制和指导 

通过 Tcl 脚本配置设备或在 Tcl 配置视图下执行 Uniware 命令的过程中，如需退回上一级视图，只

能使用 quit 命令。如需退回 Tcl 配置视图，不能使用 return 命令，可以使用组合键<Ctrl+Z>。 

1.3  通过Tcl脚本配置设备 

1.3.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 Tcl 配置视图下编辑命令时，遵循以下约定： 

• 用户需保证输入的 Tcl 脚本命令可以正确执行。 

• 由于执行 Tcl 脚本命令过程无法使用快捷键或命令行方式中断，如果用户通过 Telnet/SSH 方

式登录设备并执行脚本命令时出现问题，需要关闭当前连接来终止执行过程；如果用户通过

Console 口方式登录设备并执行脚本命令时出现问题，则必须重启设备。因此建议用户通过

Telnet/SSH 方式登录设备并进入 Tcl 视图执行脚本命令。 

• 在 Tcl 中定义的环境变量可以应用到 Uniware 系统的命令。 

• Tcl 脚本命令不支持输入“?”键获得在线帮助和 Tab 键补全功能。 

• 已经成功执行的 Tcl 脚本命令不会记录在历史命令缓冲区中。 

• 通过 Tcl 脚本命令 read stdin 进行读取操作时，可以通过<Ctrl+D>结束读取。 

1.3.2  配置步骤 

(1) 从用户视图进入 Tcl 配置视图。 
tclsh 

(2) 根据需求执行 Tcl 脚本。 
Tcl command 

(3) 从 Tcl 配置视图退回到用户视图。 
 tcl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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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t 

1.4  在Tcl配置视图下执行Uniware命令 

1.4.1  功能简介 

在 Tcl 配置视图下执行 Uniware 命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 Tcl 配置视图下直接输入 Uniware 命令，

如果 Tcl 命令与 Uniware 命令的命令字冲突，则执行 Tcl 命令；另一种是在 Uniware 命令前添加 cli

命令关键字，该方式在 Tcl 命令与 Uniware 命令的命令字冲突时能够优先执行 Uniware 命令。 

1.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 Tcl 配置视图下执行 Uniware 命令时，遵循以下约定： 

• 当 Uniware 命令配置的字符串被特殊字符""或{}包围时，只有在特殊字符前加上\，该特殊字符

才有效。例如，在接口视图下设置描述信息为"a"时，需要执行 description \"a\"；如果执

行 description "a"，配置结果为 description a。 

• Uniware 系统的命令支持输入“?”键获得在线帮助和 Tab 键补全功能。关于输入“?”键获

得在线帮助和 Tab 键补全功能的详细描述，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CLI”。 

• cli 命令是 Tcl 脚本命令，不支持输入“?”键获得在线帮助和 Tab 键补全功能。 

• 已经成功执行的 Uniware 系统的命令会记录在历史命令缓冲区中，使用上下光标键可以调用

执行过的命令。 

• 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可以一次执行多条 Uniware 命令： 

 在同一行连续键入多条 Uniware 系统的命令，命令间用分号隔开。多条命令会按顺序下发

并执行。例如 ospf 100 ; area 0。 

 在 cli 命令后连续键入需要执行的多条 Uniware 命令，每条 Uniware 命令之间使用空格加

分号进行分隔，在第一条 Uniware 命令的前方和最后一条 Uniware 命令的后方添加英文格

式的双引号。例如 cli "ospf 100 ; area 0"。 

 多次输入 cli命令和 Uniware 命令的组合，每组之间使用空格加分号分隔。例如 cli ospf 
100 ; cli area 0。 

1.4.3  配置步骤 

(1) 从用户视图进入 Tcl 配置视图。 
tclsh 

(2) 执行 Uniware 命令。 

 直接执行 Uniware 命令。 
Command 

 通过增加 cli 命令关键字执行 Uniware 命令。 
cli command 

(3) 从 Tcl 配置视图退回到用户视图。 
 tclquit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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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ython 
1.1  Python简介 

Python 是一种简单易学，功能强大的编程语言，它有高效率的高层数据结构，简单而有效地实现了

面向对象编程。Python 简洁的语法和对动态输入的支持，再加上解释性语言的本质，使得它在大多

数平台上的许多领域都是一个理想的脚本语言，特别适用于快速的应用程序开发。 

在 Uniware V7 系统上可以采用如下方式使用 Python： 

• 通过执行 Python 脚本进行自动化配置系统。 

• 进入Python shell，使用Python2.7 版本的命令、标准API或扩展API对设备进行配置。其中，

扩展API是Uniware对Python进行的扩展，用来方便用户进行系统配置。关于Uniware的Python
扩展，可以参考“2 Uniware扩展Python API”。 

1.2  执行Python脚本文件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执行 Python 脚本文件。 
python filename 

1.3  进入Python shell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Python shell。 
python 

1.4  导入Uniware包以使用扩展API 

用户如需使用扩展 Python API，必须先导入 Uniware 包。导入时，可选择导入整个 Uniware 包或

单个 API。 

1.4.1  导入整个Uniware包并执行扩展API 

1. 配置步骤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Python shell。 
python 

(2) 导入整个 Uniware 包。 
import uniware 

(3) 执行扩展 API。 
uniware.api 

2. 配置举例 

# 下例采用 API Transfer 将 TFTP 服务器（192.168.1.26）上的文件 test.cfg 下载到设备上。 
<Sysname>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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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2.7.3 (default) 

[GCC 4.4.1]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uniware 

>>> uniware.Transfer('tftp', '192.168.1.26', 'test.cfg', 'flash:/test.cfg', user='', 
password='') 

<uniware.Transfer object at 0xb7eab0e0> 

1.4.2  导入单个API函数并执行该函数 

1. 配置步骤 

(1)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Python shell。 
python 

(2) 导入单个 API 函数。 
from uniware import api-name 

(3) 执行扩展 API 函数。 
api-function 

2. 配置举例 

# 下例采用 API Transfer 将 TFTP 服务器（192.168.1.26）上的文件 test.cfg 下载到设备上。 
<Sysname> python 

Python 2.7.3 (default) 

[GCC 4.4.1]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from uniware import Transfer 

>>> Transfer('tftp', '192.168.1.26', 'test.cfg', 'flash:/test.cfg', user='', password='') 

<uniware.Transfer object at 0xb7e5e0e0> 

1.5  退出Python shell 

请在 Python shell 下执行本命令，退出 Python shell。 
exit() 

1.6  Python典型配置举例 

1.6.1  Python基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Python 脚本，下载 main.cfg 和 backup.cfg 两个配置文件到设备上，并设置为下次主用配置文

件和备用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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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 Python 典型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在 PC 上使用写字板编辑 Python 脚本文件 test.py，内容如下： 
#!usr/bin/python 

import uniware 

 

uniware.Transfer('tftp', '192.168.1.26', 'main.cfg', 'flash:/main.cfg') 

uniware.Transfer('tftp', '192.168.1.26', 'backup.cfg', 'flash:/backup.cfg') 

uniware.CLI('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flash:/main.cfg main ;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flash:/backup.cfg backup') 

# 通过 TFTP 将 test.py 文件下载到设备上 
<Sysname> tftp 192.168.1.26 get test.py 

# 执行 Python 脚本文件 
<Sysname> python flash:/test.py 

<Sysname>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flash:/main.cfg main 

Please wait...... Done. 

<Sysname>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flash:/backup.cfg backup 

Please wait...... Done. 

4. 验证结果 

# 使用 display startup 命令查看下次启动文件已经变为 main.cfg 和 backup.cfg。 
<Sysname> display startup 

 Current 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file: flash:/startup.cfg 

 Next main 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file: flash:/main.cfg 

 Next backup startup saved-configuration file: flash:/backup.c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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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iware扩展Python API 
本文描述在 Uniware V7 中提供的扩展 Python API，扩展 Python API 必须遵循标准 Python 语言语

法。 

2.1  CLI 

用来执行 Uniware V7 系统的命令并创建 CLI 对象。 

【命令】 

CLI(command=‘’, do_print=True) 

【参数】 

command：表示要下发的命令，缺省为空。CLI 下发命令是从用户视图开始，如果 command 中不

指定视图，直接输入命令，表示该命令在用户视图下执行；当需要执行其它视图的命令时，需要先

输入进视图的命令，再输入具体的配置命令。多条命令之间以空格加分号分隔，

如’system-view ;local-user test class manage’。 

do_print：表示是否输出执行结果，True 表示输出执行结果，False 表示不输出执行结果。缺省

值为 True。 

【返回值】 

CLI 对象 

【使用指导】 

需要注意的是，CLI 仅支持 Uniware 命令，不支持 Linux、Python、Tcl 命令。 

【举例】 

# 使用 API CLI 添加本地用户 test。 
<Sysname> python 

Python 2.7.3 (default) 

[GCC 4.4.1]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uniware 

>>> uniware.CLI('system-view ;local-user test class manage') 

【结果】 

<Sysname> 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ysname] local-user test class manage 

New local user added. 

<uniware.CLI object at 0xb7f680a0> 

2.2  get_error 

用来获取下载文件过程中的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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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Transfer.get_error() 

【返回值】 

下载文件过程中的错误信息，若没有错误信息则返回 None。 

【举例】 

# 使用 API Transfer 将 TFTP 服务器（1.1.1.1）上的文件 test.cfg 下载到设备上。 
<Sysname> python 

Python 2.7.3 (default) 

[GCC 4.4.1]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uniware 

>>> c = uniware.Transfer('tftp', '1.1.1.1', 'test.cfg', 'flash:/test.cfg', user='', 
password='') 

>>> c.get_error() 

【结果】 

“Timeout was reached”  

2.3  get_output 

用来获取命令执行的输出信息。 

【命令】 

CLI.get_output() 

【返回值】 

命令执行的输出信息 

【举例】 

# 使用 API CLI 添加本地用户，并输出命令行执行结果。 
<Sysname> python 

Python 2.7.3 (default) 

[GCC 4.4.1]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uniware 

>>> c = uniware.CLI('system-view ;local-user test class manage', False) 

>>> c.get_output() 

【结果】 

['<Sysname>system-view',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Sysname]local-user test class manage', 'New local user added.'] 

2.4  get_self_slot 

get_self_slot 接口用来获取主设备的成员编号。 

【命令】 

get_self_slot() 



 

2-3 

【返回值】 

返回一个列表对象，格式为：[-1,slot-number]，其中 slot-number 表示主设备在 IRF 中的成

员编号。 

【举例】 

# 使用 API 获取主设备所在的成员编号。 
<Sysname> python 

Python 2.7.3 (default) 

[GCC 4.4.1]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uniware 

>>> uniware.get_self_slot() 

【结果】 

[-1,0] 

2.5  get_slot_info 

get_slot_info 接口用来获取指定成员设备的信息。 

【命令】 

get_slot_info() 

【返回值】 

返回一个字典对象，返回值始终为 {'Slot': slot-number, 'Status': 'status', 'Chassis': 
chassis-number, 'Role': 'role', 'Cpu': CPU-number }。slot-number 表示备在 IRF 中的成员

编号，status 表示成员设备的状态，chassis-number 取值固定为 0，role 表示成员设备的角

色，CPU-number 取值固定为 0。 

【举例】 

# 使用 API 获取成员编号/槽位号信息。 
<Sysname> python 

Python 2.7.3 (default) 

[GCC 4.4.1]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uniware 

>>> uniware.get_slot_info(1) 

【结果】 

{'Slot': 1, 'Status': 'Normal', 'Chassis': 0, 'Role': 'Master', 'Cpu': 0} 

2.6  get_slot_range 

get_slot_range 接口用来获取当前系统所支持的成员编号范围。 

【命令】 

get_slot_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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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返回一个字典对象，返回值始终为{'MaxSlot': max-slot-number, 'MinSlot': min-slot-number }。
max-slot-number 表示设备支持的最大成员编号，min-slot-number 表示设备支持的最小成

员编号。 

【举例】 

# 使用 API 获取系统成员编号范围。 
<Sysname> python 

Python 2.7.3 (default) 

[GCC 4.4.1]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uniware 

>>> uniware. get_slot_range() 

【结果】 

{'MaxSlot': 10, 'MinSlot': 1} 

2.7  get_standby_slot 

get_standby_slot 接口用来获取所有从设备的成员编号。 

【命令】 

get_standby_slot() 

【返回值】 

返回一个列表对象，格式为：[[-1,slot-number]]，其中 slot-number 表示从设备在 IRF 中的成

员编号。如果 IRF 中没有从设备，则返回 [ ]；当 IRF 中有多个从设备时，则返回：

[[-1,slot-number1],[-1,slot-number2],……]。 

【举例】 

# 使用 API 获取从设备所在的成员编号。 
<Sysname> python 

Python 2.7.3 (default) 

[GCC 4.4.1]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uniware 

>>> uniware.get_standby_slot() 

【结果】 

[[-1, 1], [-1, 2]]  

2.8  Transfer 

用来将指定文件通过指定协议下载到本地。 

【命令】 

Transfer(protocol=‘’, host=‘’, source=‘’, dest=‘’,login_timeout=10, user=‘’,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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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protocol：表示下载文件时使用的协议。取值为： 

• ftp：表示使用 FTP 协议传输文件。 

• tftp：表示使用 TFTP 协议传输文件。 

• http：表示使用 HTTP 协议传输文件。 

host：表示远程服务器的 IP 地址。 

source：表示服务器上源文件的名称。 

dest：表示保存到本地的目的文件的名称。 

login_timeout：表示下载文件时登录的超时时间，单位为秒，缺省值为 10。 

user：表示登录时使用的用户名称。 

password：表示登录时使用的用户密码。 

【返回值】 

Transfer 对象 

【举例】 

# 使用 API Transfer 将 TFTP 服务器（192.168.1.26）上的文件 test.cfg 下载到设备上。 
<Sysname> python 

Python 2.7.3 (default) 

[GCC 4.4.1]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uniware 

>>> uniware.Transfer('tftp', '192.168.1.26', 'test.cfg', 'flash:/test.cfg', user='', 
password='') 

【结果】 

<uniware.Transfer object at 0xb7f700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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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动配置 

1.1  自动配置简介 

自动配置功能是指设备在启动时自动获取并执行配置文件。网络管理员只需将配置文件保存在指定

的存储介质上，启动设备，即可实现自动配置，从而简化了网络配置，大大降低了网络管理员的工

作量，便于实现对设备的集中管理。 

自动配置的实现方式如 表 1-1 所示： 

表1-1 自动配置实现方式 

配置方式 配置文件保存位置 应用场景 

服务器自动配置 文件服务器 网络规模较大，设备位置相对分散 

 

设备空配置启动时，首先自动检查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下是否存在 autocfg.py、autocfg.tcl 或
autocfg.cfg 配置文件。如果存在，则直接执行此文件；如果不存在，则通过自动从文件服务器上获

取并执行配置脚本文件或配置文件，实现自动配置功能。autocfg.py、autocfg.tcl 和 autocfg.cfg 配

置文件同时只能在设备上存在一个。 

1.2  服务器自动配置 

1.2.1  服务器自动配置典型组网 

服务器自动配置的典型组网环境如 图 1-1 所示。设备需要在DHCP服务器、文件服务器（TFTP服
务器或HTTP服务器）和DNS服务器的配合下，实现服务器自动配置功能。 

图1-1 服务器自动配置典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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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服务器自动配置任务简介 

服务器自动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文件服务器 

(2) 准备配置文件或配置脚本 

 准备配置文件 

 准备配置脚本 

(3) 配置DHCP服务器 

(4) （可选）配置DNS服务器 

(5) （可选）配置网关 

(6) 准备获取配置文件 

(7) 完成自动配置 

1.2.3  配置文件服务器 

设备可以通过 HTTP 或 TFTP 获取配置文件，管理员需要根据选用的方式在文件服务器上配置相应

的 HTTP 服务或 TFTP 服务。 

1.2.4  准备配置文件 

1. 配置文件类型 

配置文件包括特定配置文件、部分或全部公用配置文件以及缺省配置文件（device.cfg）三种类型，

如 表 1-2 所示。 

表1-2 配置文件类型以及支持的文件服务器 

配置文件类型 适用的设备 文件名要求 支持的文件服务器 

特定配置文件 具有特定配置需求的设备 

配置文件名.cfg 

为了方便辨识文件名，尽量不

要使用包含空格的配置文件

名。 

• HTTP 服务器 

• TFTP 服务器 

部分或全部共

用配置文件 
配置需求全部或者部分相同

的设备 

配置文件名.cfg 

“配置文件名”可以是任意文

件名。 

• HTTP 服务器 

• TFTP 服务器 

缺省配置文件 
其它设备 

包含一般设备启动的公用配

置信息 
device.cfg TFTP服务器 

 

2. 配置文件准备过程 

管理员可以根据网络中不同设备的需求和文件服务器类型选择配置： 

(1) 在文件服务器上为每个具有特定配置需求的设备准备特定配置文件。 

(2) 在文件服务器上以.cfg 为后缀名为部分或全部具有相同配置的设备保存一个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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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TFTP服务器上保存名为device.cfg的缺省配置文件为既没有特定配置文件也没有部分或全

部共用配置文件的设备提供缺省配置。 

3. 在TFTP服务器上准备主机名文件 

如果 DHCP 服务器未下发配置文件名，管理员还可以在 TFTP 服务器上创建主机名文件提供主机名

和设备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以保证执行自动配置的设备获取到配置文件。 

按照如下方式配置： 

(1) 创建主机名文件，文件名必须设置为“network.cfg”。 

(2) 按照以下格式手工在文件中添加主机 IP 地址与主机名的映射关系，保证一行一条映射。 

ip host host-name ip-address 

例如，主机名文件中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ip host host1 101.101.101.101 

ip host host2 101.101.101.102 

ip host client1 101.101.101.103 

ip host client2 101.101.101.104 

主机名必须与主机的配置文件名保持一致。 

1.2.5  准备配置脚本 

1. 功能简介 

配置脚本可以实现自动更新版本、下发配置等功能。 

目前设备支持的配置脚本包括 Python 脚本和 Tcl 脚本。Python 脚本使用的文件后缀固定为 py，Tcl
脚本使用的文件后缀固定为 tcl。关于 Python 脚本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Python”。
关于 Tcl 脚本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Tcl”。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使用 Tcl 脚本配置文件对设备进行自动配置时，若配置文件中的命令行错误（例如：命令行拼写错

误、视图错误、设备不支持所配置的命令等），那么设备在执行到错误命令行时将直接中断自动配

置操作。 

使用配置脚本与使用配置文件有如下区别： 

• 在文件服务器上只支持配置特定配置脚本和部分或全部共用配置脚本两种形式，不支持缺省

配置脚本。 

• 在文件服务器上不支持使用主机名文件提供主机名和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 

有关“特定配置”、“部分或全部共用配置”、“缺省配置”以及“主机名和IP地址的对应关系”请参

见“1.2.4  准备配置文件”。 

3. 配置脚本准备过程 

管理员可以根据网络中不同设备的需求和文件服务器类型选择配置： 

(1) 在文件服务器上为每个具有特定配置需求的设备准备特定配置脚本。 

(2) 在文件服务器上以.tcl 或.py 为后缀名为部分或全部具有相同配置的设备保存一个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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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配置DHCP服务器 

1. 功能简介 

DHCP 服务器为执行服务器自动配置的设备分配 IP 地址，并向设备通告获取自动配置文件或配置

脚本的途径。 

DHCP 服务器可以根据管理员需要的配置文件类型，进行相应的配置（下发配置脚本和下发配置文

件实现一致，下面以下发配置文件为例）： 

• 如果管理员为每台设备分配特定配置文件，则需要在 DHCP 服务器上配置静态绑定关系，为

每台设备分配特定的 IP 地址和配置文件名。由于一个地址池下只能配置一条配置文件名的命

令，所以 DHCP 服务器上每一个地址池视图只能配置一个静态绑定关系。 

• 如果管理员为局域网内的部分设备分配相同的配置文件，可以在 DHCP 服务器上为使用部分

共用配置文件的设备配置静态绑定关系，并指定文件服务器和部分共用配置文件名。这时，

这部分静态绑定关系需要在同一个DHCP地址池中配置。也可以使用动态分配 IP地址的方式，

管理员需要划分合适的动态地址段，为这部分设备分配 IP 地址，并指定文件服务器和部分共

用配置文件名。 

• 如果管理员为局域网内的所有设备分配相同的配置文件，则需要在 DHCP 服务器上配置动态

分配 IP 地址的方式。为设备动态分配 IP 地址的同时，分配全部共用配置文件名。如果采用这

种方式，全部共用配置文件中只能包含这些设备共有的配置，每个设备特有的配置还需要其

他方式完成（如管理员使用 Telnet 登录到设备上手工配置）。 

以上三种分配方式可以同时在一台 DHCP 服务器上配置。 

2. 使用HTTP服务器下发配置文件或配置脚本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服务。 
dhcp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3) 创建 DHCP 地址池，并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4) 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DHCP 地址池动态分配的主网段。 
network network-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mask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动态分配的主网段。 

 配置静态地址绑定。 
static-bind ip-address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mask ] 
{ client-identifier client-identifier | hardware-address 
hardware-address [ ethernet | token-ring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地址绑定。 

多次执行本命令，可以配置多个静态地址绑定。同一地址只能绑定给一个客户端。若需修

改绑定必须先解除绑定。 

(5) 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远程启动配置文件的 HTTP 形式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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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file-name url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远程启动配置文件的 HTTP 形式 URL。 

3. 使用TFTP服务器下发配置文件或配置脚本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服务。 
dhcp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3) 创建 DHCP 地址池，并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4) 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DHCP 地址池动态分配的主网段。 
network network-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mask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动态分配的主网段。 

 配置静态地址绑定。 
static-bind ip-address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mask ] 
{ client-identifier client-identifier | hardware-address 
hardware-address [ ethernet | token-ring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地址绑定。 

多次执行本命令，可以配置多个静态地址绑定。同一地址只能绑定给一个客户端。若需修

改绑定必须先解除绑定。 

(5) 指定 TFTP 服务器。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 TFTP 服务器地址。 
tftp-server ip-address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 TFTP 服务器地址。 

 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 TFTP 服务器名。 
tftp-server domain-name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 TFTP 服务器名。 

使用此方式指定 TFTP 服务器需要在网络中架设 DNS 服务器。 

(6) 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启动配置文件名。 
bootfile-name bootfile-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启动配置文件名。 

1.2.7  配置DNS服务器 

在使用服务器自动配置功能时，在如下两种情况时，管理员需要配置 DNS 服务器： 

• 当 TFTP 服务器上不存在主机名文件时，执行服务器自动配置的设备可以通过 DNS 服务器将

自己的 IP 地址解析为主机名，以便从 TFTP 服务器获取到配置文件； 



 

1-6 

• 如果设备从 DHCP 应答报文中获取到 TFTP 服务器的域名，设备还可以通过 DNS 服务器将

TFTP 服务器的域名解析为 T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1.2.8  配置网关 

如果 DHCP 服务器、文件服务器和 DNS 服务器与执行服务器自动配置的设备不在同一网段，则需

要部署网关设备，使得各个服务器和设备之间路由可达，并在网关上配置 DHCP 中继功能。 

如果 DHCP 应答报文中不包括 TFTP 服务器 IP 地址和域名信息，或 TFTP 服务器 IP 地址和域名信

息不合法，设备将以广播方式向 TFTP 服务器发送请求消息。由于广播报文只能在本网段内传播，

如果设备与 TFTP 服务器不在同一个网段，则需要在网关设备上配置 UDP Helper 功能，将广播报

文转换成单播报文，转发给指定的 TFTP 服务器。有关 UDP Helper 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

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UDP-helper”。 

1.2.9  准备获取配置文件的接口 

设备在进行自动配置时，系统按照如下规则选取符合条件的接口： 

(1) 若有处于链路状态 UP 的二层以太网接口，则选取默认 VLAN 对应的 VLAN 虚接口。 

(2) 若没有处于链路状态 UP 的二层以太网接口，则在 30 秒后开始下次服务器自动配置接口选择

过程。 

1.2.10  完成自动配置 

(1) 上电启动需要进行自动配置的设备。 

设备进入服务器自动配置时： 

 如果获取并执行配置文件成功，则整个服务器自动配置过程结束。 

 如果获取不到自动配置文件，则本次自动配置尝试失败，设备将继续尝试自动配置。用户

可以等待尝试次数达到上限，设备自动结束自动配置，或根据提示信息，使用<Ctrl+C>或
<Ctrl+D>快捷键手工终止自动配置。自动配置失败并结束后，设备将以空配置启动。 

(2) 在完成自动配置的设备上保存配置。 
save 

设备在文件服务器获取到的配置文件执行完成后，该文件将被删除。建议在配置文件执行完

成后保存配置。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配置文件管理”。 

1.3  自动配置典型配置举例 

1.3.1  服务器自动配置举例（TFTP方式）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2 所示，某公司下属两个部门：市场部门和研发部门，两个部门通过不同的网关设备连入网

络。要求连接终端主机的设备Switch D、Switch E、Switch F和Switch G执行自动配置功能，启动

后自动获取并执行配置文件，以实现： 

• 网络管理员能够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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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录设备时需要进行认证，且登录不同部门的设备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不能相同，以提供一

定的安全保证。 

具体组网情况如下： 

• Switch A作为DHCP服务器，分别为市场部和研发部的主机分配 IP地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 网关 Switch B 和 Switch C 作为 DHCP 中继设备。 

• 一台运行 TFTP 管理软件的 TFTP 服务器上保存配置文件。 

2. 组网图 

图1-2 服务器自动配置组网图（TFTP 方式） 

 

 

3. 配置步骤 

(1) Switch A 的配置 

# 配置接口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2 

[SwitchA-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A-vlan2]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42 24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A] dhcp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dhcp select server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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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DHCP 地址池 market，为市场部动态分配 192.168.2.0/24 网段的地址，并指定 TFTP 
server 地址、网关地址和配置文件名。 
[SwitchA] dhcp server ip-pool market 

[SwitchA-dhcp-pool-market] network 192.168.2.0 24 

[SwitchA-dhcp-pool-market] tftp-server ip-address 192.168.1.40 

[SwitchA-dhcp-pool-market] gateway-list 192.168.2.1 

[SwitchA-dhcp-pool-market] bootfile-name market.cfg 

[SwitchA-dhcp-pool-market] quit 

# 配置DHCP地址池 rd，为研发部动态分配192.168.3.0/24网段的地址，并指定TFTP server
地址、网关地址和配置文件名。 
[SwitchA] dhcp server ip-pool rd 

[SwitchA-dhcp-pool-rd] network 192.168.3.0 24 

[SwitchA-dhcp-pool-rd] tftp-server ip-address 192.168.1.40 

[SwitchA-dhcp-pool-rd] gateway-list 192.168.3.1 

[SwitchA-dhcp-pool-rd] bootfile-name rd.cfg 

[SwitchA-dhcp-pool-rd] quit 

# 配置到达 DHCP 中继的静态路由。 
[SwitchA] ip route-static 192.168.2.0 24 192.168.1.41 

[SwitchA] ip route-static 192.168.3.0 24 192.168.1.43 

[SwitchA] quit 

(2) Switch B 的配置 

# 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vlan2]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41 24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SwitchB] vlan 3 

[SwitchB-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vlan3]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B-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92.168.2.1 24 

[SwitchB-Vlan-interface3] quit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B] dhcp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3 工作在 DHCP 中继模式。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B-Vlan-interface3] dhcp select relay 

# 配置 DHCP 服务器的地址。 
[SwitchB-Vlan-interface3]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192.168.1.42 

(3) Switch C 的配置 

# 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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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vlan 2 

[SwitchC-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C-vlan2]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C-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43 24 

[SwitchC-Vlan-interface2] quit 

[SwitchC] vlan 3 

[SwitchC-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C-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C-vlan3]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C-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92.168.3.1 24 

[SwitchC-Vlan-interface3] quit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C] dhcp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3 工作在 DHCP 中继模式。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C-Vlan-interface3] dhcp select relay 

# 配置 DHCP 服务器的地址。 
[SwitchC-Vlan-interface3]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192.168.1.42 

(4) TFTP 服务器配置 

在 TFTP server 创建配置文件 market.cfg，文件内容如下： 
# 

 sysname Market 

# 

 telnet server enable 

# 

vlan 3 

# 

local-user market 

 password simple market 

 service-type telnet 

 quit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dhcp-alloc 

 qui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port access vlan 3 

 quit 

# 

user-interface vty 0 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user-role network-admin 

# 



 

1-10 

return 

在 TFTP 服务器创建配置文件 rd.cfg，文件内容如下： 
# 

 sysname RD 

# 

 telnet server enable  

# 

vlan 3 

# 

local-user rd 

 password simple rd 

 service-type telnet 

 quit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dhcp-alloc 

 qui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port access vlan 3 

 quit 

# 

user-interface vty 0 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user-role network-admin 

# 

return 

# 启动 TFTP 管理软件，并指定 TFTP 的工作路径为保存上述配置文件的路径。 

# 以 Windows XP 系统的主机为例，需保证 TFTP 服务器与 DHCP 中继之间路由可达。 

4. 验证配置 

(1) Switch D、Switch E、Switch F 和 Switch G 在没有配置文件的情况下启动。启动成功后，在

Switch A 上查看地址池中的地址绑定信息。 
<SwitchA>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IP address       Client-identifier/    Lease expiration      Type 

                 Hardware address 

192.168.2.2      3030-3066-2e65-3233-  May 6 05:21:25 2013   Auto(C) 

                 642e-3561-6633-2d56- 

                 6c61-6e2d-696e-7465- 

                 7266-6163-6533 

192.168.2.3      3030-3066-2e65-3230-  May 6 05:22:50 2013   Auto(C) 

                 302e-3232-3033-2d56- 

                 6c61-6e2d-696e-7465- 

                 7266-6163-6533 

192.168.3.2      3030-6530-2e66-6330-  May 6 05:23:15 2013   Auto(C) 

                 302e-3335-3131-2d56- 

                 6c61-6e2d-696e-7465- 

                 7266-6163-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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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68.3.3      3030-6530-2e66-6330-  May 6 05:24:10 2013   Auto(C) 

                 302e-3335-3135-2d56- 

                 6c61-6e2d-696e-7465- 

                 7266-6163-6532 

(2) 在 Switch A 上执行如下命令： 
<SwitchA> telnet 192.168.2.2 

(3) 输入用户名 market、密码 market 后，可以登录 Switch D 或 Switch E。 

1.3.2  服务器自动配置举例（HTTP Tcl方式）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3 所示，Switch A启动后自动从HTTP服务器获取Tcl脚本启动配置文件，并执行该文件，以

实现： 

• 网络管理员能够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控制设备。 

• 登录设备时需要进行认证，以提供一定的安全保证。 

2. 组网图 

图1-3 服务器自动配置组网图（HTTP Tcl 方式）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HCP 服务器 

# 开启 DHCP 服务，创建名称为 1 的 DHCP 地址池，配置地址池动态分配 IP 地址的网段为

192.168.1.0/24。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dhcp enable 

[DeviceA] dhcp server ip-pool 1 

[DeviceA-dhcp-pool-1] network 192.168.1.0 24 

# 配置 DHCP 客户端远程启动配置文件为 HTTP 形式的 URL。 
[DeviceA-dhcp-pool-1] bootfile-name http://192.168.1.40/device.tcl 

(2) 配置 HTTP 服务器，保证 Switch A 可以从 HTTP 服务器成功下载配置文件 device.tcl。 

# 在 HTTP 服务器创建配置文件 device.tcl，文件内容如下： 
return 

system-view 

telnet server enable 

local-user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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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 simple abcabc 

service-type telnet 

quit 

user-interface vty 0 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user-role network-admin  

quit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ip address dhcp-alloc 

return 

# 启动 HTTP 管理软件，开启 HTTP 服务（配置过程略）。 

4. 验证配置 

(1) Switch A 在没有配置文件的情况下启动。启动成功后，在 Device A 上查看地址池中的地址绑

定信息。 
<DeviceA>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IP address       Client identifier/    Lease expiration      Type 

                 Hardware address 

192.168.1.2      0030-3030-632e-3239-  Dec 12 17:41:15 2013  Auto(C) 

                 3035-2e36-3736-622d- 

                 4574-6830-2f30-2f32 

(2) 在 Device A 上执行如下命令： 
<SwitchA> telnet 192.168.1.2 

(3) 输入用户名 user、密码 abcabc 后，用户可以登录 Switch A。 

1.3.3  服务器自动配置举例（HTTP Python方式）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4 所示，Switch A启动后自动从HTTP服务器获取Python脚本启动配置文件，并执行该文件，

以实现： 

• 网络管理员能够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控制设备。 

• 登录设备时需要进行认证，以提供一定的安全保证。 

2. 组网图 

图1-4 服务器自动配置组网图（HTTP Python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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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HCP 服务器 

# 开启 DHCP 服务，创建名称为 1 的 DHCP 地址池，配置地址池动态分配 IP 地址的网段为

192.168.1.0/24。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dhcp enable 

[DeviceA] dhcp server ip-pool 1 

[DeviceA-dhcp-pool-1] network 192.168.1.0 24 

# 配置 DHCP 客户端远程启动配置文件为 HTTP 形式的 URL。 
[DeviceA-dhcp-pool-1] bootfile-name http://192.168.1.40/device.py 

(2) 配置 HTTP 服务器，保证 Switch A 可以从 HTTP 服务器成功下载配置文件 device.py。 

# 在 HTTP 服务器创建配置文件 device.py，文件内容如下： 
#!usr/bin/python 

 

import uniware 

uniware.CLI(‘system-view ;telnet server enable ;local-user user ;password simple 
abcabc ;service-type telnet ;quit ;user-interface vty 0 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user-role network-admin ;quit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ip address 
dhcp-alloc ;return’) 

# 启动 HTTP 管理软件，开启 HTTP 服务（配置过程略）。 

4. 验证配置 

(1) Switch A 在没有配置文件的情况下启动。启动成功后，在 Device A 上查看地址池中的地址绑

定信息。 
<DeviceA>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IP address       Client identifier/    Lease expiration      Type 

                 Hardware address 

192.168.1.2      0030-3030-632e-3239-  Dec 12 17:41:15 2013  Auto(C) 

                 3035-2e36-3736-622d- 

                 4574-6830-2f30-2f32 

(2) 在 Device A 上执行如下命令： 
<DeviceA> telnet 192.168.1.2 

(3) 输入用户名 user、密码 abcabc 后，用户可以登录 Switch A。 

1.3.4  服务器自动配置实现IRF零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5 所示，Switch A和Switch B通过管理以太网口分别与HTTP 服务器和Device A相连。Device 
A上开启DHCP服务。为网络中的设备动态分配 192.168.1.0/24 网段的IP地址。 

现要求通过自动配置实现 Switch A 和 Switch B 根据脚本自动执行 IRF 配置的相关命令。然后再连

接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的线缆，完成 IRF 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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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5 服务器自动配置实现 IRF 零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设备接口地址，保证设备间路由可达。 

配置 HTTP 服务器。启动 HTTP 管理软件，开启 HTTP 服务（配置过程略）。针对 IRF 零配置，HTTP
服务器上需要配置 Python 脚本文件、配置文件、sn.txt 和软件启动包等文件。以下是关于各文件的

介绍： 

• Python脚本文件：Python脚本是设备进行 IRF零配置操作的主要文件，需要管理员自行准备

并保存在 HTTP 服务器上。Python 脚本需要完成的操作： 

 设备判断 flash 是否存在足够的存储空间（可选）； 

 设备从 HTTP 服务器下载配置文件； 

 设备从 HTTP 服务器下载启动软件包（可选）； 

 设备从 HTTP 服务器下载 sn.txt 文件； 

 配置设备下次启动时使用的启动软件包（可选）； 

 解析 sn.txt 文件并修改设备的 IRF 成员编号； 

 配置设备下次启动时使用的配置文件； 

 设备重新启动。 

• 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包含了所有设备进行 IRF 的相关命令，管理员可以在已经成功创建 IRF
的设备上，将配置文件导出并修改然后保存在 HTTP 服务器上，供需要创建类似拓扑 IRF 的

设备下载使用。 

• sn.txt 文件：每个设备都有唯一的设备序列号，sn.txt 文件根据设备的序列号来指定设备在

IRF 组中的成员编码。设备通过运行 Python 脚本来解析 sn.txt 文件，然后修改设备的 IRF 成

员编号，并根据自身的成员编号来完成相应的 IRF 配置。 

• 软件启动包：软件启动包是设备启动、运行的必备软件，需保存在 HTTP 服务器上。如果现

有设备（包括主设备和从设备）的启动软件包全部一致且不需要升级软件版本，可不需要准

备该文件。 

(2) 在 Device A 上配置 DH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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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 DHCP 服务，创建名称为 1 的 DHCP 地址池，配置地址池动态分配 IP 地址的网段为

192.168.1.0/24。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dhcp enable 

[DeviceA] dhcp server ip-pool 1 

[DeviceA-dhcp-pool-1] network 192.168.1.0 24 

# 配置 DHCP 客户端远程启动配置文件为 HTTP 形式的 URL。 
[DeviceA-dhcp-pool-1] bootfile-name http://192.168.1.40/device.py 

[DeviceA-dhcp-pool-1] quit 

# 配置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dhcp select server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3) 设备根据 DHCP 服务器获取到 Python 脚本文件，执行 Python 脚本下载配置文件和软件启动

包；解析 sn.txt 文件生成 IRF 成员编号。然后，所有设备会执行重启操作。 

(4) 设备重启完毕后，连接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的线缆，连接好线缆后设备将进行 IRF 选举，

选举失败的一台设备会再次重启。当设备自动重启后，Switch A 和 Switch B 成功组成 IRF。 

4. 验证配置 

下面以 Switch A 为例验证设备是否成功组成 IRF，Switch B 和 Switch A 类似，不再赘述。 

# 显示 IRF 中所有成员设备的相关信息。 
<Switch A> display irf 

MemberID  Slot  Role    Priority  CPU-Mac         Description 

   1      1     Standby 1         00e0-fc0f-8c02  --- 

 *+2      1     Master  30        00e0-fc0f-8c14  --- 

-------------------------------------------------- 

 * indicates the device is the master. 

 + indicates the device through which the user logs in. 

 

 The Bridge MAC of the IRF is: 000c-1000-1111 

 Auto upgrade                : yes 

 Mac persistent              : always 

 Domain ID                   : 0 

 Auto merge                  : yes 

以上显示信息表明 IRF 已经成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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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配置指导主要介绍如何使用多台交换机组建基于 IRF 技术的虚拟化设备，包括规划 IRF 中设备的

角色、IRF 链路连接、以及 IRF 形成后的检测和维护等内容。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技术支持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格    式 意    义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TT

TT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交换机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全兼容性手册 列出S5200S-EI & S5200S-HI的兼容性声明，并对兼容性和安

全的细节进行说明 

快速安装指南 指导您对设备进行初始安装、配置，通常针对 常用的情况，

减少您的检索时间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S5200S-EI & S5200S-HI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

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S5200S-EI & S5200S-HI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

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的功能 

运行维护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S5200S-EI & S5200S-HI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

版本配套说明、兼容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zgsm_service@thunis.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10-9998（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unis-h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zgsm_info@thunis.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mailto:zgsm_service@thunis.com�
http://www.unis-hy.com/�
mailto:zgsm_info@thun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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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RF 
1.1  IRF简介 

IRF（Intelligent Resilient Framework，智能弹性架构）的核心思想是将多台设备连接在一起，进行

必要的配置后，虚拟化成一台设备。使用这种虚拟化技术可以集合多台设备的硬件资源和软件处理

能力，实现多台设备的协同工作、统一管理和不间断维护。 

为了便于描述，这个“虚拟设备”也称为 IRF。所以，本文中的 IRF 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 IRF 技

术，一个是指 IRF 设备。 

1.1.1  IRF组网示意图 

如 图 1-1 所示，两台设备组成IRF，对上、下层设备来说，它们就是一台设备——IRF。所有成员设

备上的资源归该虚拟设备IRF拥有并由主设备统一管理。 

图1-1 IRF 组网应用示意图 

 
 

1.1.2  IRF的优点 

IRF 主要具有以下优点： 

• 简化管理：IRF 形成之后，用户通过任意成员设备的任意端口都可以登录 IRF 系统，对 IRF
内所有成员设备进行统一管理。 

• 1:N 备份：IRF 由多台成员设备组成，其中，主设备负责 IRF 的运行、管理和维护，从设备在

作为备份的同时也可以处理业务。一旦主设备故障，系统会迅速自动选举新的主设备，以保

证业务不中断，从而实现了设备的 1:N 备份。 

• 跨成员设备的链路聚合：IRF 和上、下层设备之间的物理链路支持聚合功能，并且不同成员设

备上的物理链路可以聚合成一个逻辑链路，多条物理链路之间可以互为备份也可以进行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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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当某个成员设备离开 IRF，其它成员设备上的链路仍能收发报文，从而提高了聚合链路

的可靠性。 

• 强大的网络扩展能力：通过增加成员设备，可以轻松自如地扩展 IRF 的端口数、带宽。因为

各成员设备都有 CPU，能够独立处理协议报文、进行报文转发，所以 IRF 还能轻松自如的扩

展处理能力。 

1.1.3  IRF基本概念 

1. 成员设备的角色 

IRF 中每台设备都称为成员设备。成员设备按照功能不同，分为两种角色： 

• 主用设备（简称为主设备）：负责管理和控制整个 IRF。 

• 从属设备（简称为从设备）：处理业务、转发报文的同时作为主设备的备份设备运行。当主设

备故障时，系统会自动从从设备中选举一个新的主设备接替原主设备工作。 

主设备和从设备均由角色选举产生。一个IRF中同时只能存在一台主设备，其它成员设备都是从设

备。关于设备角色选举过程的详细介绍请参见“1.1.5  角色选举”。 

2. 成员设备编号 

IRF 使用成员设备编号用来标识和管理成员设备。接口名称和文件系统路径中均包含成员设备编号，

以此来唯一标识 IRF 设备上的接口和文件。 

每台成员设备必须具有唯一的编号。如果两台设备的成员编号相同，则不能组成 IRF。如果新设备

加入 IRF，但是该设备的成员编号与已有成员设备的编号冲突，则该设备不能加入 IRF。 

3. 成员优先级 

成员优先级是成员设备的一个属性，主要用于角色选举过程中确定成员设备的角色。优先级越高当

选为主设备的可能性越大。 

设备的缺省优先级均为 1，如果想让某台设备当选为主设备，则在组建 IRF 前，可以通过命令行手

工提高该设备的成员优先级。 

4. IRF端口 

一种专用于 IRF 成员设备之间进行连接的逻辑接口，每台成员设备上可以配置两个 IRF 端口，分别

为 IRF-Port1 和 IRF-Port2。它需要和物理端口绑定之后才能生效。 

IRF 端口采用二维编号，编号为 IRF-Portn/1 和 IRF-Portn/2，其中 n 为设备的成员编号。 

为简洁起见，本文描述时统一使用 IRF-Port1 和 IRF-Port2。 

IRF 端口的状态由与它绑定的 IRF 物理端口的状态决定。与 IRF 端口绑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状态

均为 down 时，IRF 端口的状态才会变成 down。 

5. IRF物理端口 

与 IRF 端口绑定，用于 IRF 成员设备之间进行连接的物理接口。IRF 物理端口负责在成员设备之间

转发 IRF 协议报文以及需要跨成员设备转发的业务报文。 

6. IRF合并 

如 图 1-2 所示，两个（或多个）IRF各自已经稳定运行，通过物理连接和必要的配置，形成一个IRF，
这个过程称为IRF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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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IRF 合并示意图 

 
 

7. IRF分裂 

如 图 1-3 所示，一个IRF形成后，由于IRF链路故障，导致IRF中两相邻成员设备不连通，一个IRF
分裂成两个IRF，这个过程称为IRF分裂。 

图1-3 IRF 分裂示意图 

 
 

8. MAD 

IRF 链路故障会导致一个 IRF 分裂成多个新的 IRF。这些 IRF 拥有相同的 IP 地址等三层配置，会引

起地址冲突，导致故障在网络中扩大。MAD（Multi-Active Detection，多 Active 检测）机制用来进

行 IRF 分裂检测、冲突处理和故障恢复，从而提高系统的可用性。 

9. IRF域 

域是一个逻辑概念，一个 IRF 对应一个 IRF 域。 

为了适应各种组网应用，同一个网络里可以部署多个IRF，IRF之间使用域编号（DomainID）来区

别。如 图 1-4 所示，Device A和Device B组成IRF 1，Device C和Device D组成IRF 2。如果IRF 1
和IRF 2 之间有MAD检测链路，则两个IRF各自的成员设备间发送的MAD检测报文会被另外的IRF
接收到，从而对两个IRF的MAD检测造成影响。这种情况下，需要给两个IRF配置不同的域编号，

以保证两个IRF互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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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多 IRF 域示意图 

 
 

1.1.4  IRF的连接拓扑 

IRF的连接拓扑有两种：链形连接和环形连接，如 图 1-5 所示。 

• 链形连接对成员设备的物理位置要求比环形连接低，主要用于成员设备物理位置分散的组网。 

• 环形连接比链形连接更可靠。因为当链形连接中出现链路故障时，会引起 IRF 分裂；而环形

连接中某条链路故障时，会形成链形连接，IRF 的业务不会受到影响。 

Device A Device B
IRF 1 (domain 10)

IRF链路

Core network

IRF 2 (domain 20)

IRF链路

Device C Device D

Acces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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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IRF 连接拓扑示意图 

 

 

1.1.5  角色选举 

角色选举会在以下情况下进行： 

• IRF 建立。 

• 主设备离开或者故障。 

• IRF 分裂。 

• 独立运行的两个（或多个）IRF 合并为一个 IRF。 

 

IRF分裂后重新合并时不进行角色选举，此时主设备的确定方式请参见 1.1.9  3. MAD故障恢复。 

 

角色选举中按照如下优先级顺序选择主设备： 

(1) 当前的主设备优先，即 IRF 不会因为有新的成员设备加入而重新选举主设备即使新的成员设

备有更高优先级。该规则不适用于 IRF 形成时，此时所有加入的设备都认为自己是主设备。 

(2) 成员优先级大的设备。 

(3) 系统运行时间长的设备。在 IRF 中，运行时间的度量精度为 10 分钟，即如果设备的启动时间

间隔小于等于 10 分钟，则认为它们运行时间相等。 

(4) CPU MAC 地址小的设备。 

通过以上规则选出的 优成员设备即为主设备，其它成员设备均为从设备。 

IRF 建立时，所有从设备必须重启加入 IRF。 

独立运行的 IRF 合并时，竞选失败方的所有成员设备必须重启加入获胜方。 

1.1.6  IRF中的接口命名规则 

接口编号采用成员设备编号/槽位编号/接口序号的格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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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设备编号：用来标志不同成员设备上的接口。 

• 槽位编号：接口所在槽位的编号。对于本系列交换机，前面板固定端口的槽位编号为 0。 

• 接口序号：与设备支持的接口数量相关，请查看设备前面板上的丝印。 

例如，将成员编号为 3 的从设备上第一个固定端口的链路类型设置为 Trunk，可参照以下步骤：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3/0/1 

[Sysname-GigabitEthernet3/0/1] port link-type trunk 

1.1.7  IRF中的文件系统命名规则 

使用存储介质的名称可以访问主设备的文件系统，使用“slotMember-ID#存储介质的名称”可以访

问从设备的文件系统。例如： 

• 创建并显示 IRF 中主设备存储介质 Flash 根目录下的 test 文件夹： 
<Master> mkdir test 

Creating directory flash:/test... Done. 

<Master> cd test 

<Master> dir 

Directory of flash:/test 

The directory is empty. 

 

251904 KB total (70964 KB free)  

 

• 创建并显示 IRF 中从设备（成员编号为 3）存储介质 Flash 根目录下的 test 文件夹： 
<Master> mkdir slot3#flash:/test 

Creating directory slot3#flash:/test... Done. 

<Master> cd slot3#flash:/test 

<Master> dir 

Directory of slot3#flash:/test 

The directory is empty. 

 

251904 KB total (70964 KB free)  

 

1.1.8  IRF中的配置文件同步 

IRF 技术使用了严格的配置文件同步机制，来保证 IRF 中的多台设备能够像一台设备一样在网络中

工作，并且在主设备出现故障之后，其余设备仍能够正常执行各项功能。 

• IRF 中的从设备在启动时，会自动寻找主设备，并将主设备的当前配置文件同步到本地并执行；

如果 IRF中的所有设备同时启动，则从设备会将主设备的起始配置文件同步至本地并执行。IRF
从设备上的原配置文件还在，但不再生效，除非设备恢复为独立运行的设备。 

• 在 IRF 正常工作后，用户所进行的任何配置，都会记录到主设备的当前配置文件中，并同步

到 IRF 中的各个设备执行。 

通过即时的同步，IRF 中所有设备均保存相同的配置文件，即使主设备出现故障，其它设备仍能够

按照相同的配置文件执行各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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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MAD功能 

IRF 链路故障会导致一个 IRF 变成多个新的 IRF。这些 IRF 拥有相同的 IP 地址等三层配置，会引起

地址冲突，导致故障在网络中扩大。为了提高系统的可用性，当 IRF 分裂时我们就需要一种机制，

能够检测出网络中同时存在多个 IRF，并进行相应的处理，尽量降低 IRF 分裂对业务的影响。MAD
（Multi-Active Detection，多 Active 检测）就是这样一种检测和处理机制。MAD 主要提供分裂检测、

冲突处理和故障恢复功能。 

1. 分裂检测 

通过LACP（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链路聚合控制协议）、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双向转发检测）、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地址解析协议）或者ND（Neighbor 
Discovery，邻居发现）来检测网络中是否存在多个IRF。同一IRF中可以配置一个或多个检测机制，

详细信息，请参考“1.1.10  MAD检测机制”。 

关于 LAC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以太网链路聚合”；关于 BFD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BFD”；关于 AR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ARP”；关于 ND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IPv6
基础”。 

2. 冲突处理 

IRF 分裂后，通过分裂检测机制 IRF 会检测到网络中存在其它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 IRF。 

• 对于 LACP MAD 和 BFD MAD 检测，冲突处理会先比较两个 IRF 中成员设备的数量，数量多

的 IRF 继续工作，数量少的迁移到 Recovery 状态（即禁用状态）。如果成员数量相等，则主

设备成员编号小的 IRF 继续工作，其它 IRF 迁移到 Recovery 状态。 

• 对于 ARP MAD 和 ND MAD 检测，冲突处理会直接让主设备成员编号小的 IRF 继续工作；其

它 IRF 迁移到 Recovery 状态。 

IRF迁移到 Recovery状态后会关闭该 IRF中所有成员设备上除保留端口以外的其它所有业务端口，

以保证该 IRF 不能再转发业务报文。保留端口可通过 mad exclude interface 命令配置。 

3. MAD故障恢复 

IRF 链路故障导致 IRF 分裂，从而引起多 Active 冲突。因此修复故障的 IRF 链路，让冲突的 IRF 重

新合并为一个 IRF，就能恢复 MAD 故障。 

IRF 链路修复后，系统会自动重启处于 Recovery 状态的 IRF。 

重启后，原Recovery状态IRF中所有成员设备以从设备身份加入原正常工作状态的IRF，原Recovery
状态IRF中被强制关闭的业务接口会自动恢复到真实的物理状态，整个IRF系统恢复，如 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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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MAD 故障恢复（IRF 链路故障） 

 
 

如果MAD故障还没来得及恢复而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的IRF也故障了（原因可能是设备故障或者上下

行线路故障），如 图 1-7 所示。此时可以在Recovery状态的IRF上执行mad restore命令，让

Recovery状态的IRF恢复到正常状态，先接替原正常工作状态的IRF工作。然后再修复故障的IRF和
链路。 

图1-7 MAD 故障恢复（IRF 链路故障修复前，正常工作状态的 IRF 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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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MAD检测机制 

设备支持的 MAD 检测方式有：LACP MAD 检测、BFD MAD 检测、ARP MAD 检测和 ND MAD 检

测。四种 MAD 检测机制各有特点，用户可以根据现有组网情况进行选择。 

表1-1 MAD 检测机制的比较 

MAD 检测方

式 优势 限制 适用组网 

LACP MAD 
• 检测速度快 

• 利用现有聚合组网即可实

现，无需占用额外接口 

需要使用本公司设备（支持扩展

LACP协议报文）作为中间设备 
IRF使用聚合链路和上行

设备或下行设备连接 

BFD MAD 

• 检测速度较快 

• 使用中间设备时，不要求

中间设备必须为本公司设

备 

需要专用的物理链路和三层接口，

这些接口不能再传输普通业务流量 

• 对组网没有特殊要

求 

• 如果不使用中间设

备，则仅适用于成员

设备少（建议仅 2 台

成员设备时使用），

并且物理距离比较

近的组网环境 

ARP MAD 

• 可以不使用中间设备 

• 使用中间设备时，不要求

中间设备必须为本公司设

备 

• 无需占用额外接口 

• 检测速度慢于 LACP MAD 和
BFD MAD 

• 使用以太网端口实现 ARP 
MAD 时，必须和生成树协议

配合使用 

使用以太网端口实现

ARP MAD时，适用于使

用生成树，没有使用链路

聚合的IPv4组网环境 

ND MAD 

• 可以不使用中间设备 

• 使用中间设备时，不要求

中间设备必须为本公司设

备 

• 无需占用额外接口 

• 检测速度慢于 LACP MAD 和
BFD MAD 

• 必须和生成树协议配合使用 

适用于使用生成树，没有

使用链路聚合的IPv6组网

环境 

 

2. LACP MAD检测 

LACP MAD检测通过扩展LACP协议报文实现，通常采用如 图 1-8 所示的组网： 

• 每个成员设备都需要连接到中间设备。 

• 成员设备连接中间设备的链路加入动态聚合组。 

• 中间设备需要支持扩展 LACP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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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LACP MAD 检测组网示意图 

 
 

扩展 LACP 协议报文定义了一个新的 TLV（Type/Length/Value，类型/长度/值）数据域——用于交

互 IRF 的 DomainID（域编号）和 ActiveID（主设备的成员编号）。开启 LACP MAD 检测后，成员

设备通过 LACP 协议报文和其它成员设备交互 DomainID 和 ActiveID 信息。 

• 如果 DomainID 不同，表示报文来自不同 IRF，不需要进行 MAD 处理。 

• 如果 DomainID 相同，ActiveID 也相同，表示没有发生多 Active 冲突。 

• 如果 DomainID 相同，ActiveID 不同，表示 IRF 分裂，检测到多 Active 冲突。 

3. BFD MAD检测 

BFD MAD 检测通过 BFD 协议实现。我们可以使用以太网端口或管理用以太网口来实现 BFD MAD
检测。 

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实现BFD MAD时需要使用中间设备（如图 1-9所示），并请注意如下组网要求： 

• 每台成员设备都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和中间设备建立 BFD MAD 检测链路。 

• 为每台成员设备的管理用以太网口配置 MAD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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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系列交换机，仅两台成员设备的 IRF 支持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直连方式进行 BFD MAD 检测。

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实现 BFD MAD 检测功能后，当用户在进行设备管理时需通过普通三层接口登

录设备进行远程管理。 

 

使用以太网端口实现 BFD MAD 时，请注意如下组网要求：  

• 不使用中间设备时，每台成员设备必须和其它所有成员设备之间建立BFD MAD检测链路（如

图 1-10 所示）。使用中间设备时（如 图 1-9 所示），每台成员设备都需要和中间设备建立BFD 
MAD检测链路。 

• 用于 BFD MAD 检测的以太网端口加入同一 VLAN，在该 VLAN 接口视图下为每台成员设备配

置 MAD IP 地址。 

需要注意的是： 

• BFD MAD 检测链路和 BFD MAD 检测 VLAN 必须是专用的，不允许配置任何其它特性。 

• MAD IP 地址应该为同一网段内的不同 IP 地址。 

• 两台以上设备组成 IRF 时，请优先采用中间设备组网方式，避免特殊情况下全连接组网中可

能出现的广播环路问题。 

图1-9 使用中间设备实现 BFD MAD 检测组网示意图 

 
 

图1-10 不使用中间设备实现 BFD MAD 检测组网示意图 

 

 

BFD MAD 实现原理如下： 

• 当 IRF正常运行时，只有主设备上配置的MAD IP地址生效，从设备上配置的MAD IP地址不

生效，BFD 会话处于 down 状态；（使用 display bfd session 命令查看 BFD 会话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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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如果 Session State 显示为 Up，则表示激活状态；如果显示为 Down，则表示处于 down
状态）。 

• 当 IRF 分裂形成多个 IRF 时，不同 IRF 中主设备上配置的 MAD IP 地址均会生效，BFD 会话

被激活，此时会检测到多 Active 冲突。 

4. ARP MAD检测 

ARP MAD 检测是通过使用扩展 ARP 协议报文交互 IRF 的 DomainID 和 ActiveID 实现的。 

我们可以使用以太网端口或管理用以太网口实现 ARP MAD 检测。 

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实现 ARP MAD 时必须使用中间设备（如所示），并请注意如下组网要求： 

• 每台成员设备都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连接到中间设备。 

• 在中间设备上，所有连接成员设备的端口需要加入同一 VLAN。 

使用以太网端口实现 ARP MAD 时，可以使用中间设备，也可以不使用中间设备。 

• 使用中间设备时，每台成员设备都需要和中间设备建立连接，如 图 1-11 所示。IRF和中间设

备之间需要运行生成树协议。可以使用数据链路作为ARP MAD检测链路。 

• 不使用中间设备时，每台成员设备必须和其它所有成员设备之间建立 ARP MAD 检测链路。 

图1-11 ARP MAD 检测组网示意图 

 
 

开启 ARP MAD 检测后，成员设备通过 ARP 协议报文和其它成员设备交互 DomainID 和 ActiveID
信息。 

• 如果 DomainID 不同，表示报文来自不同 IRF，不需要进行 MAD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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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DomainID 相同，ActiveID 也相同，表示没有发生多 Active 冲突。 

• 如果 DomainID 相同，ActiveID 不同，表示 IRF 分裂，检测到多 Active 冲突。 

5. ND MAD检测 

ND MAD 检测是通过扩展 ND 协议报文内容实现的，即使用 ND 的 NS 协议报文携带扩展选项数据

来交互 IRF 的 DomainID 和 ActiveID。 

配置 ND MAD 时，可以使用中间设备，也可以不使用中间设备。 

• 使用中间设备时，每台成员设备都需要和中间设备建立连接，如 图 1-12 所示。IRF和中间设

备之间需要运行生成树协议。 

• 不使用中间设备时，每台成员设备必须和其它所有成员设备之间建立 ND MAD 检测链路。 

图1-12 ND MAD 检测组网示意图 

 
 

开启 ND MAD 检测后，成员设备通过 ND 协议报文和其它成员设备交互 DomainID 和 ActiveID 信

息。 

• 如果 DomainID 不同，表示报文来自不同 IRF，不需要进行 MAD 处理。 

• 如果 DomainID 相同，ActiveID 也相同，表示没有发生多 Active 冲突。 

• 如果 DomainID 相同，ActiveID 不同，表示 IRF 分裂，检测到多 Active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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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RF配置限制和指导 

1.2.1  硬件兼容性相关配置限制和指导 

S5200S-HI、S5200S-EI 系列交换机仅支持与同系列的机型组成 IRF，不同系列的机型之间不支持

组成 IRF。 

1.2.2  软件版本要求 

IRF 中所有成员设备的软件版本必须相同，如果有软件版本不同的设备要加入 IRF，请确保 IRF 的

启动文件同步加载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2.3  确定IRF物理端口 

在本系列交换机上，不同机型支持绑定 IRF端口的物理端口有所不同，配置前请按照如下原则确认： 

设备有 10GE 接口时，仅 10GE 接口支持做 IRF 物理端口，且端口必须工作在 10G 速率下；没有

10GE 接口时，1GE 接口支持做 IRF 物理端口，且端口必须工作在 1G 速率下。 

同一 IRF 端口绑定的多个物理端口必须属于同一组。同一组中的物理端口可以绑定到不同的 IRF 端

口。在 Probe 视图下执行 debug port mapping 命令，如果端口的 Unit 值相同，则表示端口属于

同一组。 

关于各机型具体支持的 IRF 物理端口及其分组限制、IRF 物理端口支持的光模块/线缆，请参考安装

手册。 

1.2.4  IRF物理端口连接要求 

本设备上与IRF-Port1 口绑定的IRF物理端口只能和邻居成员设备IRF-Port2 口上绑定的IRF物理端

口相连，本设备上与IRF-Port2 口绑定的IRF物理端口只能和邻居成员设备IRF-Port1 口上绑定的IRF
物理端口相连，如 图 1-13 所示。否则，不能形成IRF。 

一个 IRF 端口可以与一个或多个 IRF 物理端口绑定，以提高 IRF 链路的带宽以及可靠性。在本系列

交换机上，一个 IRF 端口 多可以与 8 个物理端口绑定，但由于硬件限制，某些设备上同一 IRF 端

口可以绑定的物理端口数量可能达不到 大值。 

图1-13 IRF 物理连接示意图 

 
 

1.2.5  IRF物理端口配置限制和指导 

1. IRF物理端口配置限制 

以太网接口作为 IRF 物理端口与 IRF 端口绑定后，只支持配置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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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配置命令，包括 shutdown、description、flow-interval 命令。有关这些命令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以太网接口”。  

• 将端口配置为远程源镜像反射端口，mirroring-group reflector-port 命令，但配置

后端口与 IRF 端口绑定的配置将被清除。当 IRF 端口只绑定了一个物理端口时请勿进行此配

置，以免 IRF 分裂。有关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命令参考”中的“镜

像”。 

2. IRF物理端口的环路避免与SNMP监测 

IRF 成员设备根据接收和发送报文的端口以及 IRF 的当前拓扑，来判断报文发送后是否会产生环路。

如果判断结果为会产生环路，设备将在环路路径的发送端口处将报文丢弃。该方式会造成大量广播

报文在 IRF 物理端口上被丢弃，此为正常现象。在使用 SNMP 工具监测设备端口的收发报文记录

时，取消对 IRF 物理端口的监测，可以避免收到大量丢弃报文的告警信息。 

1.2.6  配置回滚限制 

以下 IRF 相关配置不支持配置回滚： 

• 配置成员设备的描述信息（irf member description） 

• 配置 IRF 中成员设备的优先级（irf member priority） 

• 配置 IRF 端口与 IRF 物理端口的绑定关系（port group interface） 

有关配置回滚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配置文件”。 

1.3  IRF配置任务简介 

IRF 配置任务如下： 

(1) 搭建IRF 

(2) 配置MAD 

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MAD检测方案进行配置。选择时请注意“1.6.1  不同MAD检测方式兼容

性限制”。 

 配置LACP MAD检测 

 配置BFD MAD检测 

 配置ARP MAD检测 

 配置ND MAD检测 

 配置保留接口 

IRF 迁移到 Recovery 状态后会关闭该 IRF 中除保留接口以外的所有业务接口。如果接口有

特殊用途需要保持 up 状态（比如 Telnet 登录接口），可以将这些接口配置为保留接口。 

 MAD故障恢复 

(3) （可选）调整和优化IRF 

 配置成员设备的描述信息 

 配置IRF的桥MAC地址 

 开启启动文件的自动加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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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备加入 IRF，且新设备的软件版本和主设备的软件版本不一致时，新设备自动从主设

备下载启动文件，然后使用新的系统启动文件重启，重新加入 IRF。 

配置IRF链路状态变化延迟上报功能 

1.4  配置准备 

进行网络规划，确定以下项目： 

• 硬件兼容性和限制（选择哪些型号的设备，是否要求同型号） 

• IRF 规模（包含几台成员设备） 

• 使用哪台设备作为主设备 

• 各成员设备编号和优先级分配方案。IRF 形成后，尽量不要修改成员编号。 

• IRF 拓扑和物理连接方案 

• 确定 IRF 物理端口 

1.5  搭建IRF 

1.5.1  配置任务简介 

搭建 IRF 配置任务如下： 

(1) 分别配置成员编号、成员优先级、IRF 端口。 

用户可忽略本步骤，采用快速配置 IRF 基本参数的方式。 

a. 配置成员编号 

b. （可选）配置成员优先级 

c. 配置IRF端口 

(2) 快速配置IRF基本参数 

用户可忽略本步骤，采用分别配置成员编号、成员优先级、IRF 端口的方式。 

(3) 连接IRF物理接口 

(4) 访问IRF 

1.5.2  配置成员编号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成员编号时，请确保该编号在 IRF 中唯一。如果存在相同的成员编号，则不能建立 IRF。如果

新设备加入 IRF，但是该设备与已有成员设备的编号冲突，则该设备不能加入 IRF。 

• 修改成员编号后，但是没有重启本设备，则原编号继续生效，各物理资源仍然使用原编号来

标识。 

• 修改成员编号后，如果保存当前配置，重启本设备，则新的成员编号生效，需要用新编号来

标识物理资源；配置文件中，只有 IRF 端口的编号以及 IRF 端口下的配置、成员优先级会继

续生效，其它与成员编号相关的配置（比如普通物理接口的配置等）不再生效，需要重新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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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F 形成后，也可以通过本配置修改成员编号。但是，为了避免配置丢失，形成 IRF 后，尽量不要

修改成员编号。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成员编号。 
irf member member-id renumber new-member-id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成员编号为 1。 

1.5.3  配置成员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在主设备选举过程中，优先级数值大的成员设备将优先被选举成为主设备。 

IRF 形成后，也可以通过本配置修改成员优先级，但修改不会触发选举，修改的优先级在下一次选

举时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RF 中指定成员设备的优先级。 
irf member member-id 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成员优先级为 1。 

1.5.4  配置IRF端口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请先确认哪些接口可以作为IRF物理端口，请参见“1.2.3  确定IRF物理端口”。 

将 IRF 物理端口绑定到 IRF 端口后，必须通过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命令手工激

活 IRF 端口的配置才能形成 IRF。 

系统启动时，通过配置文件将 IRF 物理端口加入 IRF 端口，或者 IRF 形成后再加入新的 IRF 物理端

口时，IRF 端口下的配置会自动激活，不需要使用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命令来

激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RF 物理端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一组接口的批量配置视图。 
interface rang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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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一个 IRF 端口与多个物理端口进行绑定时，通过接口批量配置视图可以更快速的完成关

闭和开启多个端口的操作。 

(3) 关闭接口。 
shutdown 

缺省情况下，接口处于开启状态。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 IRF 端口视图。 
irf-port member-id/irf-port-number 

(6) 将 IRF 端口和 IRF 物理端口绑定。 
port group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IRF 端口没有和任何 IRF 物理端口绑定。 

多次执行该命令，可以将 IRF 端口与多个 IRF 物理端口绑定，以实现 IRF 链路的备份或负载

分担。 

(7)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8) 进入 IRF 物理端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一组接口的批量配置视图。 
interface rang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1-24> 

在将一个 IRF 端口与多个物理端口进行绑定时，通过接口批量配置视图可以更快速的完成关

闭和开启多个端口的操作。 

(9) 打开接口。 
undo shutdown 

(10)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11) 保存当前配置。 
save 

激活 IRF 端口会引起 IRF 合并，被选为从设备的成员设备重启。为了避免重启后配置丢失，

请在激活 IRF 端口前先将当前配置保存到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12)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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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快速配置IRF基本参数 

1. 功能简介 

使用本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一条命令配置 IRF 的基本参数，包括成员编号、域编号、成员优先级、

绑定物理端口，简化了配置步骤，达到快速配置 IRF 的效果。 

在配置该功能时，有两种方式： 

• 交互模式：用户输入 easy-irf，回车，在交互过程中输入具体参数的值。 

• 非交互模式，在输入命令行时直接指定所需参数的值。 

两种方式的配置效果相同，如果用户对本功能不熟悉，建议使用交互模式。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给成员设备指定新的成员编号，该成员设备会立即自动重启，以使新的成员编号生效。 

多次使用该功能，修改域编号/优先级/IRF 物理端口时，域编号和优先级的新配置覆盖旧配置，IRF
物理端口的配置会新旧进行叠加。如需删除旧的 IRF 物理端口配置，需要在 IRF 端口视图下，执行

undo port group interface 命令。 

在交互模式下，为 IRF 端口指定物理端口时，请注意： 

• 接口类型和接口编号间不能有空格。 

• 不同物理接口之间用英文逗号分隔，逗号前后不能有空格。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快速配置 IRF。 
easy-irf [ member member-id [ renumber new-member-id ] domain domain-id 
[ priority priority ] [ irf-port1 interface-list1 ] [ irf-port2 
interface-list2 ] ] 

若在多成员设备的 IRF 环境中使用该命令，请确保配置的新成员编号与当前 IRF 中的成员编

号不冲突。 

1.5.6  连接IRF物理接口 

请按照拓扑规划和“1.2.4  IRF物理端口连接要求”完成IRF物理端口连接。设备间将会进行主设备

选举，选举失败的一方自动重启。重启完成后，IRF形成。 

1.5.7  访问IRF 

IRF 的访问方式如下： 

• 本地登录：通过任意成员设备的 Console 口登录。 

• 远程登录：给任意成员设备的任意三层接口配置 IP 地址，并且路由可达，就可以通过 Telnet、
SNMP 等方式进行远程登录。 

不管使用哪种方式登录 IRF，实际上登录的都是主设备。主设备是 IRF 系统的配置和控制中心，在

主设备上配置后，主设备会将相关配置同步给从设备，以便保证主设备和从设备配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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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配置MAD 

1.6.1  配置限制和指导 

1. 不同MAD检测方式兼容性限制 

冲突处理原则不同的检测方式请不要同时配置： 

• LACP MAD 和 ARP MAD、ND MAD 不要同时配置。 

• BFD MAD 和 ARP MAD、ND MAD 不要同时配置。 

在 LACP MAD、ARP MAD 和 ND MAD 检测组网中，如果中间设备本身也是一个 IRF 系统，则必

须通过配置确保其 IRF 域编号与被检测的 IRF 系统不同，否则可能造成检测异常，甚至导致业务中

断。在 BFD MAD 检测组网中，IRF 域编号为可选配置。 

2. IRF域编号配置指导 

IRF 域编号是一个全局变量，IRF 中的所有成员设备都共用这个 IRF 域编号。在 IRF 设备上使用 irf 

domain、mad enable、mad arp enable、mad nd enable 命令均可修改全局 IRF 域编号，

新的配置生效。请按照网络规划来修改 IRF 域编号，不要随意修改。 

3. 被MAD关闭的接口恢复指导 

如果接口因为多 Active 冲突被关闭，则只能等 IRF 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后，接口才能自动被激活，

不能通过 undo shutdown 命令来激活。 

1.6.2  配置LACP MAD检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RF 域编号。 
irf domain domain-id 

缺省情况下，IRF 的域编号为 0。 

(3) 创建并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中间设备上也需要进行此项配置。 

(4) 配置聚合组工作在动态聚合模式下。 
link-aggregation mode dynamic 

缺省情况下，聚合组工作在静态聚合模式下。 

中间设备上也需要进行此项配置。 

(5) 开启 LACP MAD 检测功能。 
mad enable 

缺省情况下，LACP MAD 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6)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7)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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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以太网接口加入聚合组。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group-id 

中间设备上也需要进行此项配置。 

1.6.3  配置BFD MAD检测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使用VLAN接口进行BFD MAD检测时，请注意 表 1-2 所列配置注意事项。 

表1-2 使用 VLAN 接口进行 BFD MAD 检测 

注意事项类别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BFD MAD检测VLAN 

• 不允许在 Vlan-interface1 接口上开启 BFD MAD 检测功能 

• 如果使用中间设备，需要进行如下配置： 

 在 IRF 设备和中间设备上，创建专用于 BFD MAD 检测的 VLAN 

 在 IRF设备和中间设备上，将用于BFD MAD检测的物理接口添加到BFD MAD
检测专用 VLAN 中 

 在 IRF 设备上，创建 BFD MAD 检测的 VLAN 的 VLAN 接口 

• 如果网络中存在多个 IRF，在配置 BFD MAD 时，各 IRF 必须使用不同的 VLAN
作为 BFD MAD 检测专用 VLAN 

• 用于 BFD MAD 检测的 VLAN 接口对应的 VLAN 中只能包含 BFD MAD 检测链路

上的端口，请不要将其它端口加入该 VLAN。当某个业务端口需要使用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命令允许所有 VLAN 通过时，请使用 undo port 
trunk permit 命令将用于 BFD MAD 的 VLAN 排除 

BFD MAD检测VLAN的

特性限制 

开启BFD MAD检测功能的VLAN接口及VLAN内的物理端口只能专用于BFD MAD检

测，不允许运行其它业务 

• 开启 BFD MAD 检测功能的 VLAN 接口只能配置 mad bfd enable 和 mad ip 
address命令。如果用户配置了其它业务，可能会影响该业务以及BFD MAD检

测功能的运行 

• BFD MAD 检测功能与生成树功能互斥，在开启了 BFD MAD 检测功能的 VLAN
接口对应 VLAN 内的端口上，请不要开启生成树协议 

BFD MAD IP地址 

• 在用于 BFD MAD 检测的接口下必须使用 mad ip address 命令配置 MAD IP
地址，而不要配置其它 IP地址（包括使用 ip address命令配置的普通 IP地址、

VRRP 虚拟 IP 地址等），以免影响 MAD 检测功能 

• 为不同成员设备配置同一网段内的不同 MAD IP 地址 

 

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进行BFD MAD检测时，请注意 表 1-3 所列配置注意事项。 

表1-3 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进行 BFD MAD 检测 

注意事项类别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管理用以太网口 

• 使用中间设备进行 BFD MAD 检测时，需将 IRF 中所有成员设备的管理用以太网

口连接到同一台中间设备的普通以太网端口上 

• 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直连方式进行 BFD MAD 检测时，用户在进行设备管理时需

通过普通三层接口登录设备进行远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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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类别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BFD MAD检测VLAN 

• 将中间设备上与 IRF 成员设备相连的端口配置在一个 VLAN 内（IRF 设备的管理

以太网口不需要此配置） 

• 如果网络中存在多个 IRF，在配置 BFD MAD 时，各 IRF 必须使用不同的 VLAN
作为 BFD MAD 检测专用 VLAN 

• 请确保中间设备上 BFD MAD 检测 VLAN 中仅包含用于 BFD MAD 检测的端口 

MAD IP地址 
• 在管理用以太网口使用 mad ip address 命令配置 MAD IP 地址，请勿使用 ip 

address 命令配置 

• 为不同成员设备配置同一网段内的不同 MAD IP 地址 

 

2. 使用VLAN接口进行BFD MAD检测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 IRF 域编号。 
irf domain domain-id 

缺省情况下，IRF 的域编号为 0。 

(3) 创建一个新 VLAN 专用于 BFD MAD 检测。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设备上只存在 VLAN 1。 

VLAN 1 不能用于 BFD MAD 检测。 

如果使用中间设备，中间设备上也需要进行此项配置。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6) 将端口加入 BFD MAD 检测专用 VLAN。 

 将 Access 端口加入 BFD MAD 检测专用 VLAN。 
port access vlan vlan-id 

 将 Trunk 端口加入 BFD MAD 检测专用 VLAN。 
port trunk permit vlan vlan-id 

 将 Hybrid 端口加入 BFD MAD 检测专用 VLAN。 
port hybrid vlan vlan-id { tagged | untagged } 

BFD MAD 检测对检测端口的链路类型没有要求，不需要刻意修改端口的当前链路类型。缺省

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如果使用中间设备，中间设备上也需要进行此项配置。 

(7)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8)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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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9) 开启 BFD MAD 检测功能。 
mad bfd enable 

缺省情况下，BFD MAD 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0) 为指定成员设备配置 MAD IP 地址。 
mad ip address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member member-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成员设备的 MAD IP 地址。 

3. 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进行BFD MAD检测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 IRF 域编号。 
irf domain domain-id 

缺省情况下，IRF 的域编号为 0。 

(3) 进入管理用以太网口的接口视图。 
interface m-gigabitethernet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 BFD MAD 检测功能。 
mad bfd enable 

缺省情况下，BFD MAD 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 为指定成员设备配置 MAD IP 地址。 
mad ip address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member member-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成员设备的 MAD IP 地址。 

1.6.4  配置ARP MAD检测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使用VLAN接口进行ARP MAD检测时，请注意 表 1-4 所列配置注意事项。 

表1-4 使用 VLAN 接口进行 ARP MAD 检测 

注意事项类别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ARP MAD检测VLAN 

• 不允许在 Vlan-interface1 接口上开启 ARP MAD 检测功能 

• 如果使用中间设备，需要进行如下配置： 

 在 IRF 设备和中间设备上，创建专用于 ARP MAD 检测

的 VLAN 

 在 IRF 设备和中间设备上，将用于 ARP MAD 检测的物

理接口添加到 ARP MAD 检测专用 VLAN 中 

 在 IRF 设备上，创建 ARP MAD 检测的 VLAN 的 VLAN
接口 

• 建议勿在 ARP MAD 检测 VLAN 上运行其它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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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类别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兼容性配置指导 

如果使用中间设备，请确保满足如下要求： 

• IRF 和中间设备上均需配置生成树功能。并确保配置生成树

功能后，只有一条 ARP MAD 检测链路处于转发状态。关于

生成树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

指导”中的“生成树” 

• 如果中间设备本身也是一个 IRF 系统，则必须通过配置确保

其 IRF 域编号与被检测的 IRF 系统不同 

 

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进行ARP MAD检测时，请注意 表 1-5 所列配置注意事项。 

表1-5 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进行 ARP MAD 检测 

注意事项类别 使用限制和注意事项 

管理用以太网口 将IRF中所有成员设备的管理用以太网口连接到同一台中间设备

的普通以太网端口上 

ARP MAD检测VLAN 在中间设备上，创建专用于ARP MAD检测的VLAN，并将用于

ARP MAD检测的物理接口添加到该VLAN中 

兼容性配置指导 如果中间设备本身也是一个IRF系统，则必须通过配置确保其IRF
域编号与被检测的IRF系统不同 

 

2. 使用VLAN接口进行ARP MAD检测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RF 域编号。 
irf domain domain-id 

缺省情况下，IRF 的域编号为 0。 

(3) 将 IRF 的桥 MAC 保留时间配置为立即改变。 
undo irf mac-address persistent 

缺省情况下，IRF 的桥 MAC 的保留时间为 6 分钟。 

(4) 创建一个新 VLAN 专用于 ARP MAD 检测。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设备上只存在 VLAN 1。 

VLAN 1 不能用于 ARP MAD 检测。 

如果使用中间设备，中间设备上也需要进行此项配置。 

(5)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6)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7) 将端口加入 ARP MAD 检测专用 VLAN。 

 将 Access 端口加入 ARP MAD 检测专用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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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access vlan vlan-id 

 将 Trunk 端口加入 ARP MAD 检测专用 VLAN。 
port trunk permit vlan vlan-id 

 将 Hybrid 端口加入 ARP MAD 检测专用 VLAN。 
port hybrid vlan vlan-id { tagged | untagged } 

ARP MAD 检测对检测端口的链路类型没有要求，不需要刻意修改端口的当前链路类型。缺省

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如果使用中间设备，中间设备上也需要进行此项配置。 

(8)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9)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10) 配置 IP 地址。 
ip address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 

(11) 开启 ARP MAD 检测功能。 
mad arp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MAD 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使用管理用以太网口进行ARP MAD检测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RF 域编号。 
irf domain domain-id 

缺省情况下，IRF 的域编号为 0。 

(3) 将 IRF 的桥 MAC 保留时间配置为立即改变。 
undo irf mac-address persistent 

缺省情况下，IRF 的桥 MAC 保留时间为 6 分钟。 

(4) 进入管理用以太网口的接口视图。 
interface m-gigabitethernet interface-number 

(5) 配置 IP 地址。 
ip address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管理用以太网口的 IP 地址。 

(6) 开启 ARP MAD 检测功能。 
mad arp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MAD 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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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配置ND MAD检测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当 ND MAD 检测组网使用中间设备进行连接时，可使用普通的数据链路作为 ND MAD 检测链

路；当不使用中间设备时，需要在所有的成员设备之间建立两两互联的 ND MAD 检测链路。 

• 如果使用中间设备组网，在 IRF 和中间设备上均需配置生成树功能。并确保配置生成树功能

后，只有一条 ND MAD 检测链路处于转发状态，能够转发 ND MAD 检测报文。关于生成树功

能的详细描述和配置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生成树”。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RF 域编号。 
irf domain domain-id 

缺省情况下，IRF 的域编号为 0。 

(3) 将 IRF 的桥 MAC 保留时间配置为立即改变。 
undo irf mac-address persistent 

缺省情况下，IRF 的桥 MAC 的保留时间为 6 分钟。 

(4) 创建一个新 VLAN 专用于 ND MAD 检测。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设备上只存在 VLAN 1。 

VLAN 1 不能用于 ND MAD 检测。 

如果使用中间设备，中间设备上也需要进行此项配置。 

(5)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6)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7) 端口加入 ND MAD 检测专用 VLAN。 

 将 Access 端口加入 ND MAD 检测专用 VLAN。 
port access vlan vlan-id 

 将 Trunk 端口加入 ND MAD 检测专用 VLAN。 
port trunk permit vlan vlan-id 

 将 Hybrid 端口加入 ND MAD 检测专用 VLAN。 
port hybrid vlan vlan-id { tagged | untagged } 

ND MAD 检测对检测端口的链路类型没有要求，不需要刻意修改端口的当前链路类型。缺省

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如果使用中间设备，中间设备上也需要进行此项配置。 

(8)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9)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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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10) 配置 IPv6 地址。 
ipv6 address { ipv6-address/pre-length | ipv6 address pre-length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VLAN 接口的 IPv6 地址。 

(11) 开启 ND MAD 检测功能。 
mad nd enable 

缺省情况下，ND MAD 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6.6  配置保留接口 

1. 功能简介 

IRF 系统在进行多 Active 处理的时候，缺省情况下，会关闭 Recovery 状态 IRF 上除了系统保留接

口外的所有业务接口。系统保留接口包括： 

• IRF 物理端口 

• BFD MAD 检测接口 

• 用户配置的保留聚合接口的成员接口 

如果接口有特殊用途需要保持 up 状态（比如 Telnet 登录接口等），则用户可以通过命令行将这些接

口配置为保留接口。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使用 VLAN 接口进行远程登录时，需要将该 VLAN 接口及其对应的以太网端口都配置为保留接口。

但如果在正常工作状态的 IRF 中该 VLAN 接口也处于 UP 状态，则在网络中会产生 IP 地址冲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保留接口，当设备进入 Recovery 状态时，该接口不会被关闭。 
mad exclud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设备进入 Recovery 状态时会自动关闭本设备上除了系统保留接口以外的所有业

务接口。 

1.6.7  MAD故障恢复 

1. 功能简介 

当 MAD 故障恢复时，处于 Recovery 状态的设备重启后重新加入 IRF，被 MAD 关闭的接口会自动

恢复到正常状态。 

如果在 MAD 故障恢复前，正常工作状态的 IRF 出现故障，可以通过配置本功能先启用 Recovery
状态的 IRF。配置本功能后，Recovery 状态的 IRF 中被 MAD 关闭的接口会恢复到正常状态，保证

业务尽量少受影响。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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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IRF 从 Recovery 状态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mad restore 

1.7  调整和优化IRF 

1.7.1  配置成员设备的描述信息 

1. 功能简介 

当网络中存在多个 IRF 或者同一 IRF 中存在多台成员设备时可配置成员设备的描述信息进行标识。

例如当成员设备的物理位置比较分散（比如在不同楼层甚至不同建筑）时，为了确认成员设备的物

理位置，在组建 IRF 时可以将物理位置设置为成员设备的描述信息，以便后期维护。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RF 中指定成员设备的描述信息。 
irf member member-id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成员设备的描述信息。 

1.7.2  配置IRF的桥MAC地址 

 

桥 MAC 冲突会引起通信故障，桥 MAC 变化可能导致流量短时间中断，请谨慎配置。 

 

1. 功能简介 

桥 MAC 是设备作为网桥与外界通信时使用的 MAC 地址。一些二层协议（例如 LACP）会使用桥

MAC 标识不同设备，所以网络上的桥设备必须具有唯一的桥 MAC。如果网络中存在桥 MAC 相同

的设备，则会引起桥 MAC 冲突，从而导致通信故障。IRF 作为一台虚拟设备与外界通信，也具有

唯一的桥 MAC，称为 IRF 桥 MAC。 

IRF 合并时，如果有成员设备的桥 MAC 相同，则它们不能合并为一个 IRF。IRF 的桥 MAC 不受此

限制，只要成员设备自身桥 MAC 唯一即可。 

两台 IRF 合并后，IRF 的桥 MAC 为竞选获胜的一方的桥 MAC。 

通常情况下，IRF使用主设备的桥MAC作为IRF桥MAC，我们将这台主设备称为IRF桥MAC拥有者。

如果IRF桥MAC拥有者离开，IRF继续使用该桥MAC的时间可以通过“1.7.2  3. 配置IRF的桥MAC
保留时间”配置。当IRF的桥MAC保留时间到期后，系统会使用IRF中当前主设备的桥MAC做IRF
的桥MAC。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使用 ARP MAD 和 MSTP 组网或者 ND MAD 和 MSTP 组网时，需要将 IRF 配置为桥 MAC 地址

立即改变，即配置 undo irf mac-address persistent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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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IRF 设备上存在跨成员设备的聚合链路时，请不要使用 undo irf mac-address persistent

命令配置 IRF 的桥 MAC 立即变化，否则可能会导致流量中断。 

3. 配置IRF的桥MAC保留时间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RF 的桥 MAC 保留时间。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IRF 的桥 MAC 永久保留。 
irf mac-address persistent always 

 配置 IRF 的桥 MAC 保留时间为 6 分钟。 
irf mac-address persistent timer 

 配置 IRF 的桥 MAC 不保留，立即变化。 
undo irf mac-address persistent 

缺省情况下，IRF 的桥 MAC 的保留时间为 6 分钟。 

配置 IRF 桥 MAC 保留时间为 6 分钟适用于 IRF 桥 MAC 拥有者短时间内离开又回到 IRF 的情

况（例如设备重启或者链路临时故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桥 MAC 切换导致的流量中断。 

1.7.3  开启启动文件的自动加载功能 

1. 功能简介 

如果新设备加入 IRF，并且新设备的软件版本和主设备的软件版本不一致，则新加入的设备不能正

常启动。此时： 

• 如果没有开启启动文件的自动加载功能，则需要用户手工升级新设备后，再将新设备加入 IRF。
或者在主设备上开启启动文件的自动加载功能，重启新设备，让新设备重新加入 IRF。 

• 如果已经开启了启动文件的自动加载功能，则新设备加入 IRF 时，会与主设备的软件版本号

进行比较，如果不一致，则自动从主设备下载启动文件，然后使用新的系统启动文件重启，

重新加入 IRF。如果新下载的启动文件的文件名与设备上原有启动文件文件名重名，则原有启

动文件会被覆盖。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加载启动软件包需要一定时间，在加载期间，请不要手工重启处于加载状态的从设备，否则，会导

致该从设备加载启动软件包失败而不能启动。用户可打开日志信息显示开关，并根据日志信息的内

容来判断加载过程是否开始以及是否结束。 

 

为了能够自动加载成功，请确保从设备存储介质上有足够的空闲空间用于存放新的启动文件。如果

从设备存储介质上空闲空间不足，系统会自动删除从设备的当前启动文件来完成加载。如果删除从

设备的当前启动文件后空间仍然不足，从设备将无法进行自动加载。此时，需要管理员重启从设备

并进入从设备的 Boot ROM 菜单，删除一些不重要的文件后，再让从设备重新加入 I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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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IRF 系统启动文件的自动加载功能。 
irf auto-update enable 

缺省情况下，IRF 系统启动文件的自动加载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7.4  配置IRF链路状态变化延迟上报功能 

1. 功能简介 

该功能用于避免因端口链路层状态在短时间内频繁改变，导致 IRF 分裂/合并的频繁发生。 

配置 IRF 链路状态变化延迟上报功能后，如果 IRF 端口状态变化（从 up 变为 down 或从 down 变

为 up），IRF 端口不会立即向系统报告链路状态变化。经过配置的时间间隔后，如果 IRF 端口状态

仍然没有恢复，IRF 端口才向系统报告链路状态的变化，系统再作出相应的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设备仅对 IRF 端口的状态变化做延迟上报处理，IRF 物理端口的状态变化会立即上

报。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某些协议配置的超时时间小于延迟上报时间（例如 CFD、OSPF 等），该协议将超时。此时请

适当调整 IRF 链路状态变化的延迟上报时间或者该协议的超时时间，使 IRF 链路状态变化的延迟上

报时间小于协议超时时间，保证协议状态不会发生不必要的切换。 

下列情况下，建议将 IRF 链路状态变化延迟上报时间配置为 0： 

• 对主备倒换速度和 IRF 链路切换速度要求较高时 

• 在 IRF 环境中使用 RRPP、BFD 或 GR 功能时 

• 在执行关闭 IRF 物理端口或重启 IRF 成员设备的操作之前，请首先将 IRF 链路状态变化延迟

上报时间配置为 0，待操作完成后再将其恢复为之前的值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RF 链路状态变化延迟上报时间。 
irf link-delay interval 

IRF 链路状态变化延迟上报时间为 4 秒。 

1.8  IRF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RF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6 IRF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RF中所有成员设备的相关信息 display i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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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IRF的拓扑信息 display irf topology 

显示IRF链路信息 display irf link 

显示所有成员设备上重启以后生效的IRF配置 display irf configuration 

显示MAD配置信息 display mad [ verbose ] 

 

1.9  IRF典型配置举例 

1.9.1  IRF典型配置举例（LACP MAD检测方式）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4 所示，配置Device A、Device B、Device C和Device D组成IRF设备。由于IRF到中间设

备Device E有跨成员设备的聚合链路，且Device E为支持LACP协议的本公司设备，我们配置LACP 
MAD进行分裂检测。 

2. 组网图 

图1-14 IRF 典型配置组网图（LACP MAD 检测方式）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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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图 1-14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关闭这些端口。为便于配置，下文中将使用接口批量配置

功能关闭和开启物理端口，关于接口批量配置的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

导”。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1/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1/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1/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1/1 

[Sysname-irf-port1/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Sysname-irf-port1/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0 

[Sysname-irf-port1/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1/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1/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1/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1/2 

[Sysname-irf-port1/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1 

[Sysname-irf-port1/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Sysname-irf-port1/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1/0/49～Ten-GigabitEthernet1/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2) 配置 Device B 

# 将 Device B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2，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2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 根据 图 1-14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2/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2/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2/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2/1 

[Sysname-irf-port2/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Sysname-irf-port2/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0 

[Sysname-irf-port2/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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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IRF 端口 2/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2/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2/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2/2 

[Sysname-irf-port2/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1 

[Sysname-irf-port2/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2/0/49～Ten-GigabitEthernet2/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3) Device A 和 Device B 间将会进行主设备竞选，竞选失败的一方将重启，重启完成后，IRF 形

成。 

(4) 配置 Device C 

# 将 Device C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3，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3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 根据 图 1-14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3/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3/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3/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3/1 

[Sysname-irf-port3/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Sysname-irf-port3/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0 

[Sysname-irf-port3/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3/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3/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3/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3/2 

[Sysname-irf-port3/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1 

[Sysname-irf-port3/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rf-port3/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3/0/49～Ten-GigabitEthernet3/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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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5) Device C 将自动重启，加入 Device A 和 Device B 已经形成的 IRF。 

(6) 配置 Device D 

# 将 Device D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4，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4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根据 图 1-14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4/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4/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4/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4/1 

[Sysname-irf-port4/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Sysname-irf-port4/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0 

[Sysname-irf-port4/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4/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4/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4/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4/2 

[Sysname-irf-port4/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1 

[Sysname-irf-port4/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rf-port4/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4/0/49～Ten-GigabitEthernet4/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7) Device D 将自动重启，加入 Device A、Device B 和 Device C 已经形成的 IRF。 

(8) 配置 LACP MAD 

# 设置 IRF 域编号为 1。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rf domain 1 

# 创建一个动态聚合接口，并使能 LACP MAD 检测功能。 
[Sysname]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2 

[Sysname-Bridge-Aggregation2] link-aggregation mode dynamic 

[Sysname-Bridge-Aggregation2] mad enable 

 You need to assign a domain ID (range: 0-4294967295) 

 [Current domain i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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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ssigned  domain ID is: 1 

 Info: MAD LACP only enable on dynamic aggregation interface. 

[Sysname-Bridge-Aggregation2] quit 

# 在聚合接口中添加成员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2/0/1、
GigabitEthernet3/0/1 和 GigabitEthernet4/0/1，用于 Device A 和 Device B 实现 LACP MAD
检测。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 2/0/1 gigabitethernet 
3/0/1 gigabitethernet 4/0/1 

[Sysname-if-range]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2 

[Sysname-if-range] quit 

(9) 配置中间设备 Device E 

Device E 作为中间设备来转发、处理 LACP 协议报文，协助 IRF 中的四台成员设备进行多

Active 检测。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使用一台支持 LACP 协议扩展功能的交换机即可。 

 

如果中间设备是一个 IRF系统，则必须通过配置确保其 IRF域编号与被检测的 IRF系统不同。 

 

# 创建一个动态聚合接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2 

[Sysname-Bridge-Aggregation2] link-aggregation mode dynamic 

[Sysname-Bridge-Aggregation2] quit 

# 在聚合接口中添加成员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4，用于帮助 LACP 
MAD 检测。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Sysname-if-range]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2 

[Sysname-if-range] quit 

1.9.2  IRF典型配置举例（BFD MAD检测方式）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5 所示，配置Device A、Device B、Device C和Device D组成IRF设备。配置BFD MAD进

行分裂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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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5 IRF 典型配置组网图（BFD MAD 检测方式）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根据 图 1-15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关闭这些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1/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1/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1/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1/1 

[Sysname-irf-port1/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Sysname-irf-port1/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0 

[Sysname-irf-port1/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1/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1/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1/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1/2 

[Sysname-irf-port1/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1 

[Sysname-irf-port1/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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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irf-port1/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1/0/49～Ten-GigabitEthernet1/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2) 配置 Device B 

# 将 Device B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2，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2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 根据 图 1-15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2/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2/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2/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2/1 

[Sysname-irf-port2/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Sysname-irf-port2/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0 

[Sysname-irf-port2/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2/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2/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2/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2/2 

[Sysname-irf-port2/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1 

[Sysname-irf-port2/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2/0/49～Ten-GigabitEthernet2/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3) Device A 和 Device B 间将会进行主设备竞选，竞选失败的一方将重启，重启完成后，IRF 形

成。 

(4) 配置 Device C 

# 将 Device C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3，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1-38 

[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3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 根据 图 1-15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3/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3/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3/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3/1 

[Sysname-irf-port3/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Sysname-irf-port3/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0 

[Sysname-irf-port3/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3/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3/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3/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3/2 

[Sysname-irf-port3/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1 

[Sysname-irf-port3/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rf-port3/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3/0/49～Ten-GigabitEthernet3/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5) Device C 将自动重启，加入 Device A 和 Device B 已经形成的 IRF。 

(6) 配置 Device D 

# 将 Device D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4，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4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 根据 图 1-15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4/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4/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4/0/50 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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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 irf-port 4/1 

[Sysname-irf-port4/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Sysname-irf-port4/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0 

[Sysname-irf-port4/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4/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4/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4/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4/2 

[Sysname-irf-port4/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1 

[Sysname-irf-port4/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rf-port4/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4/0/49～Ten-GigabitEthernet4/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7) Device D 将自动重启，加入 Device A、Device B 和 Device C 已经形成的 IRF。 

(8) 配置 BFD MAD 

# 创建 VLAN 3，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2/0/1、
GigabitEthernet3/0/1 和 GigabitEthernet4/0/1 加入 VLAN 3 中。 
[Sysname] vlan 3 

[Sysname-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 2/0/1 gigabitethernet 3/0/1 
gigabitethernet 4/0/1 

[Sysname-vlan3] quit 

# 创建 VLAN 接口 3，并配置 MAD IP 地址。 
[Sysnam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ysname-Vlan-interface3] mad bfd enable 

[Sysname-Vlan-interface3] mad ip address 192.168.2.1 24 member 1 

[Sysname-Vlan-interface3] mad ip address 192.168.2.2 24 member 2 

[Sysname-Vlan-interface3] mad ip address 192.168.2.3 24 member 3 

[Sysname-Vlan-interface3] mad ip address 192.168.2.4 24 member 4 

[Sysname-Vlan-interface3] quit 

# 因为 BFD MAD 和生成树功能互斥，所以在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2/0/1、
GigabitEthernet3/0/1 和 GigabitEthernet4/0/1 端口上关闭生成树协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 2/0/1 gigabitethernet 
3/0/1 gigabitethernet 4/0/1 

[Sysname-if-range] undo stp enable 

[Sysname-if-range] quit 

(9) 配置中间设备 Device E 

Device E 作为中间设备来透传 BFD MAD 报文，协助 IRF 中的四台成员设备进行多 Active 检

测。 

# 创建 VLAN 3，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4 加入 VLAN 3 中，用

于转发 BFD MAD 报文。 
<DeviceE> system-view 



 

1-40 

[DeviceE] vlan 3 

[DeviceE-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E-vlan3] quit 

1.9.3  IRF典型配置举例（ARP MAD检测方式）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6 所示，配置Device A、Device B、Device C和Device D组成IRF设备。配置ARP MAD进

行分裂检测。为防止环路发生，在IRF和Device E上启用生成树功能。 

2. 组网图 

图1-16 IRF 典型配置组网图（ARP MAD 检测方式）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根据 图 1-16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关闭这些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1/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1/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1/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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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irf-port1/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Sysname-irf-port1/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0 

[Sysname-irf-port1/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1/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1/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1/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1/2 

[Sysname-irf-port1/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1 

[Sysname-irf-port1/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Sysname-irf-port1/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1/0/49～Ten-GigabitEthernet1/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2) 配置 Device B 

# 将 Device B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2，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2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 根据 图 1-16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2/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2/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2/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2/1 

[Sysname-irf-port2/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Sysname-irf-port2/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0 

[Sysname-irf-port2/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2/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2/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2/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2/2 

[Sysname-irf-port2/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1 

[Sysname-irf-port2/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2/0/49～Ten-GigabitEthernet2/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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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3) Device A 和 Device B 间将会进行主设备竞选，竞选失败的一方将重启，重启完成后，IRF 形

成。 

(4) 配置 Device C 

# 将 Device C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3，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3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 根据 图 1-16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3/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3/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3/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3/1 

[Sysname-irf-port3/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Sysname-irf-port3/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0 

[Sysname-irf-port3/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3/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3/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3/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3/2 

[Sysname-irf-port3/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1 

[Sysname-irf-port3/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rf-port3/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3/0/49～Ten-GigabitEthernet3/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5) Device C 将自动重启，加入 Device A 和 Device B 已经形成的 IRF。 

(6) 配置 Device D 

# 将 Device D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4，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4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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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图 1-16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4/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4/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4/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4/1 

[Sysname-irf-port4/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Sysname-irf-port4/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0 

[Sysname-irf-port4/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4/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4/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4/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4/2 

[Sysname-irf-port4/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1 

[Sysname-irf-port4/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rf-port4/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4/0/49～Ten-GigabitEthernet4/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7) Device D 将自动重启，加入 Device A、Device B 和 Device C 已经形成的 IRF。 

(8) 配置 ARP MAD 

# 在 IRF 上全局使能生成树协议，并配置 MST 域，以防止环路的发生。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stp global enable 

[Sysname]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Sysname-mst-region] region-name arpmad 

[Sysname-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3 

[Sysname-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 将 IRF 配置为桥 MAC 立即改变。 
[Sysname] undo irf mac-address persistent 

# 设置 IRF 域编号为 1。 
[Sysname] irf domain 1 

# 创建 VLAN 3，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2/0/1、
GigabitEthernet3/0/1 和 GigabitEthernet4/0/1 加入 VLAN 3 中。 
[Sysname] vlan 3 

[Sysname-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 2/0/1 gigabitethernet 3/0/1 
gigabitethernet 4/0/1 

[Sysname-vlan3] quit 

# 创建 VLAN-interface3，并配置 IP 地址，使能 ARP MAD 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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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ysname-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92.168.2.1 24 

[Sysname-Vlan-interface3] mad arp enable 

 You need to assign a domain ID (range: 0-4294967295) 

 [Current domain is: 1]: 

 The assigned  domain ID is: 1 

(9) 配置中间设备 Device E 

Device E 作为中间设备来转发、处理 ARP 报文，协助 IRF 中的四台成员设备进行多 Active
检测。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使用一台支持 ARP 功能的交换机即可。 

 

如果中间设备是一个 IRF系统，则必须通过配置确保其 IRF域编号与被检测的 IRF系统不同。 

 

# 在全局使能生成树协议，并配置 MST 域，以防止环路的发生。 
<DeviceE> system-view 

[DeviceE] stp global enable 

[DeviceE]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E-mst-region] region-name arpmad 

[DeviceE-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3 

[DeviceE-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 创建 VLAN 3，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4 加入 VLAN 3 中，用

于转发 ARP MAD 报文。 
[DeviceE] vlan 3 

[DeviceE-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E-vlan3] quit 

1.9.4  IRF典型配置举例（ND MAD检测方式）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7 所示，配置Device A、Device B、Device C和Device D组成IRF设备。在IPv6 环境我们

采用ND MAD进行分裂检测。为防止环路发生，在IRF和Device E上启用生成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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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7 IRF 典型配置组网图（ND MAD 检测方式）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根据 图 1-17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关闭这些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1/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1/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1/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1/1 

[Sysname-irf-port1/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Sysname-irf-port1/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0 

[Sysname-irf-port1/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1/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1/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1/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1/2 

[Sysname-irf-port1/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1 

[Sysname-irf-port1/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Sysname-irf-port1/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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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1/0/49～Ten-GigabitEthernet1/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1/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1/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2) 配置 Device B 

# 将 Device B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2，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2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 根据 图 1-17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2/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2/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2/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2/1 

[Sysname-irf-port2/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Sysname-irf-port2/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0 

[Sysname-irf-port2/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2/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2/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2/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2/2 

[Sysname-irf-port2/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1 

[Sysname-irf-port2/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Sysname-irf-port2/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2/0/49～Ten-GigabitEthernet2/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2/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2/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3) Device A 和 Device B 间将会进行主设备竞选，竞选失败的一方将重启，重启完成后，IRF 形

成。 

(4) 配置 Device C 

# 将 Device C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3，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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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3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 根据 图 1-17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3/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3/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3/0/50 绑定。 
[Sysname] irf-port 3/1 

[Sysname-irf-port3/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Sysname-irf-port3/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0 

[Sysname-irf-port3/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3/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3/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3/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3/2 

[Sysname-irf-port3/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1 

[Sysname-irf-port3/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rf-port3/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3/0/49～Ten-GigabitEthernet3/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3/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3/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5) Device C 将自动重启，加入 Device A 和 Device B 已经形成的 IRF。 

(6) 配置 Device D 

# 将 Device D 的成员编号配置为 4，并重启设备使新编号生效。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rf member 1 renumber 4 

Renumbering the member ID may result in configuration change or loss. Continue? [Y/N]:y 

[Sysname] quit 

<Sysname> reboot 

# 根据 图 1-17 选定IRF物理端口并进行物理连线。 

# 重新登录到设备，关闭选定的所有 IRF 物理端口。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f-range]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4/1，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4/0/49 和

Ten-GigabitEthernet4/0/50 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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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 irf-port 4/1 

[Sysname-irf-port4/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Sysname-irf-port4/1]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0 

[Sysname-irf-port4/1] quit 

# 配置 IRF 端口 4/2，并将它与物理端口 Ten-GigabitEthernet4/0/51 和

Ten-GigabitEthernet4/0/52 绑定。 
[Sysname] irf-port 4/2 

[Sysname-irf-port4/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1 

[Sysname-irf-port4/2] port group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rf-port4/2] quit 

# 开启 Ten-GigabitEthernet4/0/49～Ten-GigabitEthernet4/0/52 端口，并保存配置。 
[Sysname]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 4/0/49 to ten-gigabitethernet 4/0/52 

[Sysname-if-range] undo shutdown 

[Sysname-if-range] quit 

[Sysname] save 

# 激活 IRF 端口下的配置。 
[Sysname] irf-port-configuration active 

(7) Device D 将自动重启，加入 Device A、Device B 和 Device C 已经形成的 IRF。 

(8) 配置 ND MAD 

# 在 IRF 上全局使能生成树协议，并配置 MST 域，以防止环路的发生。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stp global enable 

[Sysname]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Sysname-mst-region] region-name ndmad 

[Sysname-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3 

[Sysname-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 将 IRF 配置为桥 MAC 立即改变。 
[Sysname] undo irf mac-address persistent 

# 设置 IRF 域编号为 1。 
[Sysname] irf domain 1 

# 创建 VLAN 3，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2/0/1、
GigabitEthernet3/0/1 和 GigabitEthernet4/0/1 加入 VLAN 3 中。 
[Sysname] vlan 3 

[Sysname-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 2/0/1 gigabitethernet 3/0/1 
gigabitethernet 4/0/1 

[Sysname-vlan3] quit 

# 创建 VLAN-interface3，并配置 IPv6 地址，使能 ND MAD 检测功能。 
[Sysnam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ysname-Vlan-interface3] ipv6 address 2001::1 64 

[Sysname-Vlan-interface3] mad nd enable 

 You need to assign a domain ID (range: 0-4294967295) 

 [Current domain is: 1]: 

 The assigned  domain ID is: 1 

(9) 配置中间设备 Devic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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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E 作为中间设备来转发、处理 ND 报文，协助 IRF 中的四台成员设备进行多 Active 检

测。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使用一台支持 ND 功能的交换机即可。 

 

如果中间设备是一个 IRF系统，则必须通过配置确保其 IRF域编号与被检测的 IRF系统不同。 

 

# 在全局使能生成树协议，并配置 MST 域，以防止环路的发生。 
<DeviceE> system-view 

[DeviceE] stp global enable 

[DeviceE]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E-mst-region] region-name ndmad 

[DeviceE-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3 

[DeviceE-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 创建 VLAN 3，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4 加入 VLAN 3 中，用

于转发 ND MAD 报文。 
[DeviceE] vlan 3 

[DeviceE-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E-vlan3]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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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前  言 

本配置指导主要介绍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与以太网交换技术相关的

原理及具体配置方法。通过这些技术您可以实现流量控制、流量的负载分担、同一 VLAN 内用户隔

离、二层环路消除、VLAN 划分、私网报文穿越公网、修改报文的 VLAN Tag 等功能。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技术支持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格    式 意    义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TT

TT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交换机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全兼容性手册 列出S5200S-EI & S5200S-HI的兼容性声明，并对兼容性和安

全的细节进行说明 

快速安装指南 指导您对设备进行初始安装、配置，通常针对 常用的情况，

减少您的检索时间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S5200S-EI & S5200S-HI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

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S5200S-EI & S5200S-HI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

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的功能 

运行维护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S5200S-EI & S5200S-HI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

版本配套说明、兼容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zgsm_service@thunis.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10-9998（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unis-h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zgsm_info@thunis.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mailto:zgsm_service@thunis.com�
http://www.unis-hy.com/�
mailto:zgsm_info@thun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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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太网接口配置 

1.1  以太网接口简介 

本系列交换机支持的接口类型包括：以太网接口，管理用以太网口，Console 口。具体机型支持的

接口类型及接口数量可参见产品的安装手册。 

本章节主要介绍有关管理用以太网口和以太网接口的相关配置及命令。 

1.2  管理用以太网口配置 

1. 功能简介 

该端口采用 RJ-45 连接器，一般用来连接后台计算机以进行系统的程序加载、调试等工作，也可以

连接远端的网管工作站等设备以实现系统的远程管理。 

在 IRF 系统中，每个成员设备上都存在物理管理以太网接口。为实现管理链路的备份，可将网线连

接到主设备和任意从设备上相同接口编号的管理以太网接口。 

• 正常情况下，对于相同接口编号的管理以太网接口，只有主设备上的管理以太网接口工作。 

• 当主设备上的管理以太网接口故障时，从设备上相同接口编号的管理以太网接口可以接替主

设备上的管理以太网接口工作。 

• 当主设备上的管理以太网接口恢复正常后，再由主设备上的管理以太网接口处理管理流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管理用以太网口视图。 
interface m-gigabitethernet interface-number 

(3) （可选）设置当前管理用以太网口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管理用以太网口的描述信息为 M-GigabitEthernet0/0/0 Interface。 

(4) （可选）设置以太网接口的双工模式。 
duplex { auto | full | half } 

缺省情况下，管理用以太网接口的双工模式为 auto（自协商）状态。 

(5) （可选）设置以太网接口的速率。 
speed { 10 | 100 | 1000 | auto } 

缺省情况下，管理用以太网接口的速率为 auto（自协商）状态。 

(6) （可选）关闭管理用以太网口。 
shutdown 

缺省情况下，管理用以太网口处于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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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太网接口编号规则 

本系列交换机的以太网接口均采用 3 维编号方式：interface type A/B/C。 

• A：IRF 中成员设备的编号，若未形成 IRF，其取值默认为 1。 

• B：设备上的槽位号。取值为 0，表示设备上固有接口所在的槽位。 

• C：某槽位上的端口编号。 

1.4  以太网接口通用配置 

1.4.1  配置Combo接口的物理类型（单Combo接口） 

1. 功能简介 

Combo 接口是一个逻辑接口，一个 Combo 接口在物理上对应设备面板上一个电口和一个光口。电

口与其对应的光口共用一个转发接口和接口视图，所以，两者不能同时工作。当激活其中的一个接

口时，另一个接口就自动处于禁用状态。用户可根据组网需求选择使用电口或光口。当用户需要激

活电口或光口、配置电口或光口的属性（例如速率、双工等）时，在同一接口视图下配置。 

2. 配置准备 

• 请根据设备面板上的标识了解设备上有哪些 Combo 接口以及每个 Combo 接口的编号。 

• 通过 display interface 命令了解当前处于激活状态的是电口还是光口，可以通过如下两

种方式： 

 通过 display interface 命令查看接口信息，如果显示信息中包含“Media type is 
twisted pair, Port hardware type is 1000_BASE_T”，则表示电口处于激活状态，否则，

则表示光口处于激活状态。 

 在 Combo 端口视图下执行 display this 命令查看当前视图下的配置，若存在 combo 

enable fiber 命令，则表示光口处于激活状态，否则，则表示电口处于激活状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激活 Combo 接口中的电口或者光口。 
combo enable { copper | fiber } 

缺省情况下，电口处于激活状态。 

1.4.2  以太网接口基本配置 

1. 接口双工和速率简介 

设置以太网接口的双工模式时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 当希望接口在发送数据包的同时可以接收数据包，可以将接口设置为全双工（full）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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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希望接口同一时刻只能发送数据包或接收数据包时，可以将接口设置为半双工（half）属

性； 

• 当设置接口为自协商（auto）状态时，接口的双工状态由本接口和对端接口自动协商而定。 

设置以太网接口的速率时，当设置接口速率为自协商（auto）状态时，接口的速率由本接口和对端

接口双方自动协商而定。对于百兆或者千兆二层以太网接口，可以根据端口的速率自协商能力，指

定自协商速率，让速率在指定范围内协商，具体配置请参见“1.5.1  配置以太网接口自协商速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进行环回测试时，禁止在接口上配置 shutdown 命令。 

请将链路两端接口的速率和双工模式配置为一致。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设置当前接口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描述信息为“接口名 Interface”，例如：GigabitEthernet1/0/1 
Interface。 

(4) 设置以太网接口的双工模式。 
duplex { auto | full | half }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接口的双工模式为 auto（自协商）状态。 

光口和配置了速率为 1000，10000 的以太网电口不支持配置 half 参数。 

(5) 设置以太网接口的速率。 
speed { 10 | 100 | 1000 | 2500 | 5000 | 10000 | auto }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接口的速率为 auto（自协商）状态。 

(6) 配置接口的期望带宽。 
bandwidth bandwidth-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期望带宽＝接口的波特率÷1000（kbps）。 

期望带宽供业务模块使用，不会对接口实际带宽造成影响。 

(7) 打开以太网接口。 
undo shutdown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接口处于开启状态。 

1.4.3  配置以太网接口速率自动降级协商功能 

1. 功能简介 

本设备和对端设备以千兆以太网接口相连，且两接口速率均配置为自动协商，则协商后的速率为

1000Mbit/s。但由于网线老化等原因，接口实际支持的工作速率仅为 100Mbit/s，导致链路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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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包现象。此时，请开启以太网接口速率自动降级协商功能，以便接口可以将协商速率下降到

100Mbit/s，保证接口正常工作。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以太网接口速率自动降级协商功能仅支持在千兆以太网接口下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以太网接口速率自动降级协商功能。 
speed auto downgrade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接口速率自动降级协商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4.4  配置以太网接口允许超长帧通过 

1. 功能简介 

以太网接口在进行文件传输等大吞吐量数据交换的时候，接口收到的长度大于 1522 字节的帧称为

超长帧。 

系统对于超长帧的处理如下： 

• 如果系统配置了禁止超长帧通过（通过 undo jumboframe enable 命令配置），会直接丢

弃该帧不再进行处理。 

• 如果系统允许超长帧通过，当接口收到长度在指定范围内的超长帧时，系统会继续处理；当

接口收到长度超过指定 大长度的超长帧时，系统会直接丢弃该帧不再进行处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指定允许通过的超长帧的长度时，仅支持配置为偶数。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允许超长帧通过。 
jumboframe enable [ size ] 

缺省情况下，设备允许 大长度为 10240 字节的超长帧通过。 

多次执行该命令配置不同的 size 值时， 新的配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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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配置以太网接口物理连接状态抑制功能 

1. 功能简介 

以太网接口有两种物理连接状态：up 和 down。当接口状态发生改变时，接口会立即上报 CPU，

CPU 会立即通知上层协议模块（例如路由、转发）以便指导报文的收发，并自动生成 Trap 和 Log
信息，来提醒用户是否需要对物理链路进行相应处理。 

如果短时间内接口物理状态频繁改变，上述处理方式会给系统带来额外的开销。此时，可以在接口

下设置物理连接状态抑制功能，使得在抑制时间内，系统忽略接口的物理状态变化；经过抑制时间

后，如果状态还没有恢复，再上报 CPU 进行处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开启了生成树协议、RRPP 或 Smart Link 的端口不推荐使用该功能。 

以太网接口上不能同时配置本功能、dampening 命令。 

同一接口下，接口状态从 up 变成 down 的抑制时间和接口状态从 down 变成 up 的抑制时间可以不

同。如果在同一端口下，多次执行本命令配置了不同的抑制时间，则两个抑制时间会分别以 新配

置为准。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以太网接口物理连接状态抑制功能。 
link-delay [ msec ] delay-time [ mode { up | updown } ] 

缺省情况下，接口状态改变时，系统会将接口状态改变立即上报 CPU。 

不指定 mode 参数，表示对接口状态从 up 变成 down 事件进行抑制。指定 mode up 参数，

表示对接口状态从 down 变成 up 事件进行抑制。指定 mode updown 参数，表示接口状态从

up 变成 down 事件或者 down 变成 up 事件进行抑制。 

1.4.6  配置以太网接口dampening功能 

1. 功能简介 

由于线缆故障、接口连接或链路层配置错误等问题，可能会导致设备接口的状态频繁的在 down 和

up 之间切换，这种现象称为接口震荡。随着接口状态的频繁改变，设备会不停的刷新相关表项（比

如路由表），消耗大量的系统资源。通过在接口上配置 dampening 功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屏蔽

该接口的震荡对路由等上层业务的影响。此时若出现接口震荡，将不上送 CPU 处理，仅产生对应

的 Trap 和 Log 信息，从而节省系统资源的消耗。 

dampening 功能中各参数解释如下： 

• 惩罚值（Penalty）：配置 dampening 功能后，接口对应一个惩罚值，初始值为 0。接口状态

从 up 变到 down 时，惩罚值会增加 1000；接口状态从 down 变到 up 时，惩罚值不变。同时，

惩罚值随时间推移自动减少，满足半衰期衰减规律：完全衰减时（假如没有接口震荡），经过

一个半衰周期，惩罚值减少为原来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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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惩罚值（Ceiling）：当惩罚值达到此值后，惩罚值将不再增加。每次接口进入抑制状态后，

持续抑制的时间超过 大抑制时间时，惩罚值不再增加，此时惩罚值进入完全半衰期（此阶

段接口状态变化不会增加惩罚值），直到惩罚值小于启用值，不再抑制接口（完全半衰时，接

口仍然处于抑制状态，但完全半衰阶段时间不算入持续抑制时间）。 

• 抑制值（Suppress-limit）：当惩罚值大于或等于这个门限时，抑制接口，即当接口状态变化时，

不上送 CPU 处理，仅产生对应的 Trap 和 Log 信息。 

• 启用值（Reuse-limit）：当惩罚值小于或等于这个门限时，不抑制接口，即当接口状态变化时，

上送 CPU 处理，同时产生对应的 Trap 和 Log 信息。 

• 半衰期（Decay）：此阶段惩罚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的减少，满足半衰期衰减规律，即经过

一个半衰周期，惩罚值减半。 

• 大抑制时间（Max-suppress-time)：如果接口一直不稳定，网络设备不能一直抑制它，必须

要设定一个 大的抑制时间。 大抑制时间后，惩罚值进入完全半衰期。 

其中，抑制值、 大惩罚值、 大抑制时间、半衰期、启用值之间应满足以下关系，配置命令行时

请根据该关系来选择参数的取值： 

• 大惩罚值＝2( 大抑制时间/半衰期)×启用值，其中 大惩罚值不可配。 

• 抑制值的配置值≤ 大惩罚值≤抑制值可配的 大值 

惩罚值的变化规律如下图所示。 

图1-1 dampening 惩罚值变化规律图 

 
 

图 1-1 中，t0 为抑制开始时间，从t0 开始经过 大抑制时间后达到t1，t2 为抑制结束时间。t0 至t2 段
对应接口抑制期，t0至t1段对应 大抑制时间，t1至t2段对应完全半衰期（此阶段惩罚值不再增加）。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以太网接口上不能同时配置本功能、link-delay 命令。 

Not suppressed Not suppressedSup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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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对使用 shutdown 命令手动关闭的接口无效。 

手工 shutdown 接口时，dampening 的惩罚值恢复为初始值 0。 

对于开启了 RRPP、MSTP 或 Smart Link 的接口不建议配置该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接口的 dampening 功能。 
dampening [ half-life reuse suppress max-suppress-time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 dampening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7  配置广播/组播/未知单播风暴抑制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接口上配置了广播/组播/未知单播风暴抑制功能后，当接口上的广播/组播/未知单播流量超过用户

设置的抑制阈值时，系统会丢弃超出流量限制的报文，从而使接口的广播/组播/未知单播流量降低

到限定范围内，保证网络业务的正常运行。 

二层以太网接口上，风暴抑制也可通过设置流量阈值来控制，与风暴抑制功能不同的是，流量阈值

控制是通过软件对报文流量进行抑制，对设备性能有一定影响；风暴抑制功能是通过芯片物理上对

报文流量进行抑制，相对流量阈值来说，对设备性能影响较小。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同一类型（广播、组播或未知单播）的报文流量，请不要同时配置风暴抑制功能和流量阀值，

以免配置冲突，导致抑制效果不确定。关于流量阈值的详细描述，请参见“1.5.3  配置以太网接口

流量阈值控制功能”。 

当风暴抑制阈值配置为 kbps 时，若配置值小于 64，则实际生效的数值为 64；若配置值大于 64 但

不是 64 的整数倍，则实际生效的数值为大于且 接近于配置值的 64 的整数倍。请注意查看设备的

提示信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端口广播风暴抑制功能，并设置广播风暴抑制阈值。 
broadcast-suppression { ratio | pps max-pps | kbps max-kbps } 

缺省情况下，所有接口不对广播流量进行抑制。 

(4) 开启端口组播风暴抑制功能，并设置组播风暴抑制阈值。 
multicast-suppression { ratio | pps max-pps | kbps max-kbps } 

缺省情况下，所有接口不对组播流量进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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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启端口未知单播风暴抑制功能，并设置未知单播风暴抑制阈值。 
unicast-suppression { ratio | pps max-pps | kbps max-kbps } 

缺省情况下，所有接口不对未知单播流量进行抑制。 

1.4.8  配置以太网接口的流量控制功能 

1. 功能简介 

以太网接口流量控制功能的基本原理是：如果本端设备发生拥塞，将通知对端设备暂时停止发送报

文；对端设备收到该消息后将暂时停止向本端发送报文；反之亦然。从而避免了报文丢失现象的发

生。 

• 配置 flow-control 命令后，设备具有发送和接收流量控制报文的能力： 

 当本端发生拥塞时，设备会向对端发送流量控制报文。 

 当本端收到对端的流量控制报文后，会停止报文发送。 

• 配置 flow-control receive enable 命令后，设备具有接收流量控制报文的能力，但不

具有发送流量控制报文的能力。 

 当本端收到对端的流量控制报文，会停止向对端发送报文。 

 当本端发生拥塞时，设备不能向对端发送流量控制报文。 

因此，如果要应对单向网络拥塞的情况，可以在一端配置 flow-control receive enable，

在对端配置 flow-control；如果要求本端和对端网络拥塞都能处理，则两端都必须配置

flow-contro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以太网接口的流量控制功能。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开启以太网接口的流量控制功能。 
flow-control 

 配置以太网接口的接收流量功能。 
flow-control receive enable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接口的流量控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9  配置以太网接口节能功能 

1. 功能简介 

以太网接口节能功能包括 down 状态接口节能功能和 EEE（Energy Efficient Ethernet，高效节能以

太网）节能功能。 

配置 down 状态接口节能功能后，如果在连续一段时间（由芯片规格决定，不能通过命令行配置）

内接口状态始终为 down，则系统会自动停止对该接口供电，接口自动进入节能模式；当接口状态

变为 up 时，系统会自动恢复对该接口供电，接口自动进入正常模式，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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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开启 EEE 功能后，如果在连续一段时间（由芯片规格决定，不能通过命令行配置）内接口状

态始终为 up 且没有收发任何报文，则接口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当接口需要收发报文时，接口又

自动恢复到正常工作模式，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光口不支持本功能。 

3. 配置down状态接口节能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own 状态接口节能功能。 
port auto-power-down 

缺省情况下，down 状态接口节能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开启EEE节能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EEE 节能功能。 
eee enable 

缺省情况下，EEE 节能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10  配置以太网接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使用本特性可以设置统计以太网接口报文信息的时间间隔。使用 display interface 命令可以

显示端口在该间隔时间内统计的报文信息。使用 reset counters interface 命令可以清除端

口的统计信息。 

2. 在以太网接口视图下配置以太网接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统计信息的时间间隔。 
flow-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接口统计报文信息的时间间隔为 3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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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开启以太网接口的环回功能 

1. 功能简介 

该功能用于检测以太网转发通路能否正常工作。环回功能包括内部环回和外部环回： 

• 内部环回：配置内部环回后，接口将需要从接口转发出去的报文返回给设备内部，让报文向

内部线路环回。内部环回用于定位设备是否故障。 

• 外部环回：配置外部环回后，接口将来自对端设备的报文返回给对端设备，让报文向外部线

路环回。外部环回用于定位设备间链路是否故障。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启环回功能后，接口将不能正常转发数据包，请按需配置。 

对以太网接口进行环回测试时，接口将不能正常转发数据包。 

手工关闭以太网接口（接口状态显示为 ADM 或者 Administratively DOWN）时，则不能进行内部和

外部环回测试。 

在进行环回测试时系统将禁止在接口上进行 speed、duplex、mdix-mode 和 shutdown 命令的

配置。 

开启环回功能后，接口将自动切换到全双工模式，关闭环回功能后会自动恢复原有双工模式。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以太网接口的环回功能。 
loopback { external | internal } 

1.4.12  恢复接口的缺省配置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接口下的某些配置恢复到缺省情况后，会对设备上当前运行的业务产生影响。建议您在执行本配置

前，完全了解其对网络产生的影响。 

 

您可以在执行 default 命令后通过 display this 命令确认执行效果。对于未能成功恢复缺省

的配置，建议您查阅相关功能的命令手册，手工执行恢复该配置缺省情况的命令。如果操作仍然不

能成功，您可以通过设备的提示信息定位原因。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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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恢复接口的缺省配置。 
default 

1.5  二层以太网接口的配置 

1.5.1  配置以太网接口自协商速率 

1. 功能简介 

通常情况下，设备以太网接口速率是通过和对端自协商决定的。协商得到的速率可以是接口速率能

力范围内的任意一个速率。通过配置自协商速率可以让以太网接口在能力范围内只协商部分速率，

从而可以控制速率的协商。 

图1-2 以太网接口自协商速率应用示意图 

  

 

如 图 1-2 所示，服务器群（Server 1、Server 2 和Server 3）通过Device与外部网络相连，该服务

器群中每台服务器的网卡速率均为 1000Mbps，Device与外部网络相连接口Port D的速率也为

1000Mbps。如果在Switch A上不指定自协商速率范围，则接口Port A、Port B和Port C与各服务器

网卡进行速率协商的结果将均为 1000Mbps，这样就可能造成出接口Port D的拥塞。在这种情况下，

可通过将接口Port A、Port B和Port C的自协商速率范围分别设置为 100Mbps，来避免出接口的拥

塞。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多次使用speed、speed auto命令设置接口的速率，则 新配置生效。关于speed命令的详

细介绍，请参见“1.4.2  以太网接口基本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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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以太网接口的自协商速率范围。 
speed auto { 10 | 100 | 1000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以太网接口的自协商速率范围。 

1.5.2  配置以太网接口的MDIX模式 

 

光口不支持本特性。 

 

1. 功能简介 

物理以太网接口由 8 个引脚组成。缺省情况下，每个引脚都有专门的作用，例如，使用引脚 1 和 2
接收信号，引脚 3 和 6 发送信号。为了配合以太网接口支持使用直通线缆和交叉线缆，设备实现了

三种 MDIX（Media-dependent Interface-crossover）模式：automdix、mdi 和 mdix。通过配置

以太网接口的 MDIX 模式，可以改变引脚在通信中的作用： 

• 当配置为 mdix 模式时，使用引脚 1 和 2 接收信号，使用引脚 3 和 6 发送信号； 

• 当配置为 mdi 模式时，使用引脚 1 和 2 发送信号，使用引脚 3 和 6 接收信号； 

• 当配置为 automdix 模式时，两端设备通过协商来决定引脚 1 和 2 是发送还是接收信号，引

脚 3 和 6 是接收还是发送信号。 

 

物理以太网接口的引脚 4、5、7、8 不受该特性限制。 

十兆和百兆速率接口，引脚 4、5、7、8 不收发信号。 

千兆速率及以上接口，引脚 4、5、7、8 用来收发信号。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将设备的发送引脚连接到对端的接收引脚后才能正常通信，所以 MDIX 模式需要和两种线缆配

合使用。 

• 通常情况下，建议用户使用 automdix 模式。只有当设备不能获取网线类型参数时，才需要

将模式手工指定为 mdi 或 mdix。 

• 当使用直通线缆时，两端设备的 MDIX 模式配置不能相同。 

• 当使用交叉线缆时，两端设备的 MDIX 模式配置必须相同或者至少有一端设置为 automdix

模式。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设置以太网接口的 MDIX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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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ix-mode { automdix | mdi | mdix }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接口的 MDIX 模式为 automdix。 

1.5.3  配置以太网接口流量阈值控制功能 

1. 功能简介 

端口流量阈值控制功能用于控制以太网上的报文风暴。启用该功能的端口会定时检测到达端口的未

知单播报文流量、组播报文流量和广播报文流量。如果某类报文流量超过预先设置的上限阈值时，

用户可以通过配置来决定是阻塞该端口还是关闭该端口，以及是否输出 Log 和 Trap 信息。 

• 配置成 block 方式：当端口上未知单播、组播或广播报文中某类报文的流量大于其上限阈值时，

端口将暂停转发该类报文（其它类型报文照常转发），端口处于阻塞状态，但仍会统计该类报

文的流量。当该类报文的流量小于其下限阈值时，端口将自动恢复对此类报文的转发。 

• 配置成 shutdown 方式：当端口上未知单播、组播或广播报文中某类报文的流量大于其上限阈

值时，端口将被关闭，系统停止转发所有报文。当该类报文的流量小于其下限阈值时，端口

状态不会自动恢复，此时可通过执行 undo shutdown 命令或取消端口上流量阈值的配置来

恢复。 

本特性实现中系统需要一个完整的周期（周期长度为 seconds）来收集流量数据，下一个周期分

析数据、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因此，开启端口流量阈值控制功能后，如果报文流量超过预先设置

的上限阈值，控制动作 短将在一个周期后执行， 长不会超过两个周期。 

与风暴抑制功能相比，流量阈值控制是通过软件对报文流量进行抑制，对设备性能有一定影响；风

暴抑制功能是通过芯片物理上对报文流量进行抑制，相对流量阈值来说，对设备性能影响较小。关

于风暴抑制功能的详细描述请参见“1.4.7  配置广播/组播/未知单播风暴抑制功能”。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同一类型（广播、组播或未知单播）的报文流量，请不要同时配置风暴抑制功能和流量阀值，

以免配置冲突，导致抑制效果不确定。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端口流量统计时间间隔。 
storm-constrain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端口流量统计时间间隔为 10 秒。 

为了保持网络状态的稳定，建议设置的流量统计时间间隔不低于 10 秒。 

(3)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端口流量阈值控制功能，并设置上限阈值与下限阈值。 
storm-constrain { broadcast | multicast | unicast } { pps | kbps | ratio } 

upperlimit lowerlimit 

缺省情况下，端口流量阈值控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即端口不进行流量阈值控制。 

(5) 配置端口流量大于上限阈值的控制动作。 
storm-constrain control { block | shutd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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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端口不进行流量阈值控制。 

(6) 配置端口流量从小于等于上限阈值到大于上限阈值或者从超上限回落到小于下限阈值时输出

Log 信息。 
storm-constrain enable log 

缺省情况下，端口流量从小于等于上限阈值到大于上限阈值或者从超上限回落到小于下限阈

值时输出 Log 信息。 

(7) 配置端口流量从小于等于上限阈值到大于上限阈值或者从超上限回落到小于下限阈值时输出

Trap 信息。 
storm-constrain enable trap 

缺省情况下，端口流量从小于等于上限阈值到大于上限阈值或者从超上限回落到小于下限阈

值时输出 Trap 信息。 

1.5.4  检测以太网接口的连接电缆 

 

光口不支持本特性。 

 

1. 功能简介 

通过以下配置任务，用户可以检测设备上以太网接口连接电缆的当前状况，系统将在 5 秒内返回检

测结果。检测内容包括电缆的状态以及一些物理参数，同时可以检测出故障线缆的长度。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以太网接口处于UP状态，速率为1000M时，使用本命令对连接电缆进行检测的结果不是太准确。

不支持速率为 10M/100M 情况下的测试，测试结果是无效值。 

当通过 shutdown 命令手工关闭以太网接口后，无法使用本命令对连接电缆进行检测。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对以太网接口连接电缆进行一次检测。 
virtual-cable-test 

1.5.5  配置以太网桥功能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设备收到报文后会根据报文特征查找报文出接口，如果该报文出接口和入接口为同一

接口，则将报文丢弃。在二层以太网接口上开启本功能后，即使报文出接口和入接口为同一接口，

也会对报文进行转发。 



 

1-15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以太网接口桥功能。 
port bridge enable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接口的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6  以太网接口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接口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接口统计信息。 

表1-1 以太网接口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接口的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counters { inbound | outbound }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interface-number ] ] 

显示 近一个抽样间隔内处于up状态

的接口的报文速率统计信息 
display counters rate { inbound | outbound }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interface-number ] ] 

显示以太网软件模块收发报文的统计

信息 
display ethernet statistics slot slot-number 

显示接口的运行状态和相关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interface-number ] ] [ brief [ description | down ] ] 

显示接口流量控制信息 display storm-constrain [ broadcast | multicast | 
unicast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接口的统计信息 reset counters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interface-number ] ] 

清除以太网软件模块收发报文的统计

信息 
reset ethernet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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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opBack接口、NULL接口和InLoopBack接口 

1.1  LoopBack接口、NULL接口和InLoopBack接口简介 

1.1.1  LoopBack接口简介 

LoopBack 接口是一种虚拟接口。LoopBack 接口创建后，除非手工关闭该接口，否则其物理层永远

处于 up 状态。鉴于这个特点，LoopBack 接口的应用非常广泛，主要表现在： 

• 该接口的地址常被配置为设备产生的 IP 报文的源地址。因为 LoopBack 接口地址稳定且是单

播地址，所以通常将 LoopBack 接口地址视为设备的标志。在认证或安全等服务器上设置允许

或禁止携带 LoopBack 接口地址的报文通过，就相当于允许或禁止某台设备产生的报文通过，

这样可以简化报文过滤规则。但需要注意的是，将 LoopBack 接口地址用于 IP 报文源地址时，

需借助路由配置来确保 LoopBack 接口到对端的路由可达。另外，任何送到 LoopBack 接口的

IP 报文都会被认为是送往设备本身的，设备将不再转发这些报文。 

• 该接口常用于动态路由协议。比如：在一些动态路由协议中，当没有配置 Router ID 时，将选

取所有 LoopBack 接口上数值最大的 IP 地址作为 Router ID。 

1.1.2  NULL接口简介 

NULL 接口是一种虚拟接口。它永远处于 up 状态，但不能转发报文，也不能配置 IP 地址和链路层

协议。Null 接口为设备提供了一种过滤报文的简单方法——将不需要的网络流量发送到 NULL 接口，

从而免去配置 ACL 的复杂工作。比如，在路由中指定到达某一网段的下一跳为 NULL 接口，则任

何送到该网段的网络数据报文都会被丢弃。 

1.1.3  InLoopBack接口简介 

InLoopBack 接口是一种虚拟接口。InLoopBack 接口由系统自动创建，用户不能进行配置和删除，

但是可以显示，其物理层和链路层协议永远处于 up 状态。InLoopBack 接口主要用于配合实现报文

的路由和转发，任何送到 InLoopBack 接口的 IP 报文都会被认为是送往设备本身的，设备将不再转

发这些报文。 

1.2  配置LoopBack接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LoopBack 接口并进入 LoopBack 接口视图。 
interface loopback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接口描述信息为“接口名 Interface”，比如：LoopBack1 Interface。 

(4) 配置接口的期望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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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width bandwidth-value 

缺省情况下，LoopBack 接口的期望带宽为 0kbps。 

(5) 开启 LoopBack 接口。 
undo shutdown 

缺省情况下，LoopBack 接口创建后处于开启状态。 

1.3  配置NULL接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NULL 接口视图。 
interface null 0 

缺省情况下，设备上已经存在 NULL0 接口，用户不能创建也不能删除。 

设备只支持 NULL0 接口，因此，NULL 接口的编号只能是 0。 

(3) 配置接口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接口描述信息为 NULL0 Interface。 

1.4  恢复接口缺省配置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接口下的某些配置恢复到缺省情况后，会对设备上当前运行的业务产生影响。建议您在执行本配

置前，完全了解其对网络产生的影响。 

 

您可以在执行 default命令后通过 display this命令确认执行效果。对于未能成功恢复缺省的

配置，建议您查阅相关功能的命令手册，手工执行恢复该配置缺省情况的命令。如果操作仍然不能

成功，您可以通过设备的提示信息定位原因。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LoopBack 接口或 NULL 接口视图。 
 interface loopback interface-number 

 interface null 0 

(3) 恢复接口的缺省配置。 
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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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oopBack接口、NULL接口和InLoopBack接口显示和维护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接口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

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命令可以清除接口统计信息。 

表1-1 LoopBack 接口、NULL 接口和 InLoopBack 接口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nLoopBack接口的相关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inloopback [ 0 ] [ brief [ description | 

down ] ] 

显示LoopBack接口的相关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loopback [ interface-number ] [ brief 

[ description | down ] ] 

显示NULL接口的状态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null [ 0 ] [ brief [ description | 

down ] ] 

清除LoopBack接口的统计信息 reset counters interface loopback [ interface-number ]

清除NULL接口的统计信息 reset counters interface null [ 0 ] 

 



i 

目  录 

1 接口批量配置 ················································································································ 1-1 

1.1 接口批量配置方式 ······································································································· 1-1 

1.2 接口批量配置限制和指导 ······························································································ 1-1 

1.3 批量配置接口 ············································································································· 1-1 

1.4 接口批量配置显示和维护 ······························································································ 1-2 

 



 

1-1 

1 接口批量配置 

1.1  接口批量配置方式 

当多个接口需要配置某功能（比如 shutdown）时，需要逐个进入接口视图，在每个接口执行一遍

命令，比较繁琐。此时，可以使用接口批量配置功能，对接口进行批量配置，节省配置工作量。 

在指定接口范围时，用户可指定一个带别名的接口列表或者不带别名的接口列表。不带别名的接口

列表无法保存到配置中，只能使用一次；带别名的接口列表可保存的配置中，重复使用。 

1.2  接口批量配置限制和指导 

将多个接口进行绑定的时候，有如下要求： 

• 设置为接口列表的第一个接口之前，需要确保可以通过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命令进入该接口视图。 

• 聚合口加入批量接口时，建议不要将该聚合口的成员接口也加入，否则在批量接口配置视图

下执行某些配置命令时，可能会导致聚合分裂。 

• 批量接口包含的接口数量没有上限，仅受系统资源限制。接口数量较多时，在批量接口配置

视图下执行命令等待的时间将较长。 

• 系统中支持的批量接口别名的个数没有上限，仅受系统资源限制。推荐用户配置1000个以下，

配置数量过多，可能引起该特性执行效率降低。 

在接口批量配置视图下配置时，有如下约定： 

• 在接口批量配置视图下，只能执行接口列表中第一个接口支持的命令，不能执行第一个接口

不支持但其它成员接口支持的命令。（接口列表中的第一个接口指的是执行 interface 

range 命令时指定的接口按照字母序从小到大排序后的第一个接口）。在接口批量配置视图下，

输入问号并回车，将显示该视图下支持的所有命令。 

• 在接口批量配置视图下执行命令，会在绑定的所有接口下执行该命令。出现以下情况时请注

意： 

 当命令执行完成后，系统提示配置失败并保持在接口批量配置视图，如果配置失败的接口

是接口列表的第一个接口，则表示列表中的所有接口都未配置该命令；如果配置失败的接

口是其它接口，则表示除了提示失败的接口外，其它接口都已经配置成功。 

 如果命令执行完成后，退回到系统视图，则表示这条命令在接口视图和系统视图下都支持，

并且在列表中的某个接口上配置失败，在系统视图下配置成功，列表中位于这个接口后面

的接口不再执行该命令。此时，可到列表中各接口的视图下使用 display this 命令验

证配置效果，同时如果不需要在系统视图下配置该命令的话，请使用相应的 undo 命令取

消该配置。 

1.3  批量配置接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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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接口范围，并进入接口批量配置视图。 

 指定一个不带别名的接口列表。 
interface rang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1-24> 

 指定一个带别名的接口列表。 
interface range name name [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1-24> ] 

(3) （可选）键入问号显示该视图下支持的所有命令。 

？ 

(4) 执行接口列表中第一个接口支持的命令。 

(5) （可选）显示接口列表中第一个接口当前生效的配置。 
display this 

1.4  接口批量配置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批量接口的信息。 

表1-1 接口批量配置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通过interface range name命令创建的批量接

口的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range [ name 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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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C地址表 

1.1  MAC地址表简介 

MAC（Media Access Control，媒体访问控制）地址表记录了 MAC 地址与接口的对应关系，以及

接口所属的 VLAN 等信息。设备在转发报文时，根据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查询 MAC 地址表，如

果MAC地址表中包含与报文目的MAC地址对应的表项，则直接通过该表项中的出接口转发该报文；

如果 MAC 地址表中没有包含报文目的 MAC 地址对应的表项时，设备将采取广播方式通过对应

VLAN 内除接收接口外的所有接口转发该报文。 

1.1.1  MAC地址表项的生成方式 

MAC 地址表项的生成方式有两种：自动生成、手工配置。 

1. 自动生成MAC地址表项 

一般情况下，MAC 地址表由设备通过源 MAC 地址学习自动生成。设备学习 MAC 地址的过程如下： 

• 从某接口（假设为接口 A）收到一个数据帧，设备分析该数据帧的源 MAC 地址（假设为

MAC-SOURCE），并认为目的 MAC 地址为 MAC-SOURCE 的报文可以由接口 A 转发。 

• 如果 MAC 地址表中已经包含 MAC-SOURCE，设备将对该表项进行更新。 

• 如果 MAC 地址表中尚未包含 MAC-SOURCE，设备则将这个新 MAC 地址以及该 MAC 地址

对应的接口 A 作为一个新的表项加入到 MAC 地址表中。 

为适应网络拓扑的变化，MAC 地址表需要不断更新。MAC 地址表中自动生成的表项并非永远有效，

每一条表项都有一个生存周期，到达生存周期仍得不到刷新的表项将被删除，这个生存周期被称作

老化时间。如果在到达生存周期前某表项被刷新，则重新计算该表项的老化时间。 

2. 手工配置MAC地址表项 

设备通过源 MAC 地址学习自动生成 MAC 地址表时，无法区分合法用户和非法用户的报文，带来了

安全隐患。如果非法用户将攻击报文的源 MAC 地址伪装成合法用户的 MAC 地址，并从设备的其他

接口进入，设备就会学习到错误的 MAC 地址表项，于是将本应转发给合法用户的报文转发给非法

用户。 

为了提高安全性，网络管理员可手工在 MAC 地址表中加入特定 MAC 地址表项，将用户设备与接口

绑定，从而防止非法用户骗取数据。 

1.1.2  MAC地址表项的分类 

MAC 地址表项分为以下几种： 

• 静态 MAC 地址表项：由用户手工配置，用于目的是某个 MAC 地址的报文从对应接口转发出

去，表项不老化。静态 MAC 地址表项优先级高于自动生成的 MAC 地址表项。 

• 动态 MAC 地址表项：可以由用户手工配置，也可以由设备通过源 MAC 地址学习自动生成，

用于目的是某个 MAC 地址的报文从对应接口转发出去，表项有老化时间。手工配置的动态

MAC 地址表项优先级等于自动生成的 MAC 地址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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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洞 MAC 地址表项：由用户手工配置，用于丢弃源 MAC 地址或目的 MAC 地址为指定 MAC
地址的报文（例如，出于安全考虑，可以禁止某个用户发送和接收报文），表项不老化。黑洞

MAC 地址表项优先级高于自动生成的 MAC 地址表项。 

• 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由用户手工配置，用于目的是某个单播 MAC 地址的报文从多个

接口复制转发出去，表项不老化。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优先级高于自动生成的 MAC 地

址表项。 

静态 MAC 地址表项、黑洞 MAC 地址表项和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不会被动态 MAC 地址表项

覆盖，而动态 MAC 地址表项可以被静态 MAC 地址表项、黑洞 MAC 地址表项和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覆盖。静态 MAC 地址表项、黑洞 MAC 地址表项和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不会彼此覆

盖。 

本章不涉及静态组播 MAC 地址表项。有关静态组播 MAC 地址表项的相关介绍和配置内容，请参见

“IP 组播配置指导”中的“IGMP Snooping”。  

1.2  MAC地址表配置任务简介 

本章中的所有配置均为可选，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置。 

• 手工配置MAC地址表项 

 配置静态/动态MAC地址表项 

 配置黑洞MAC地址表项 

 配置多端口单播MAC地址表项 

• 配置动态MAC地址表项的老化时间 

• 配置 MAC 地址学习功能 

 关闭MAC地址学习功能 

 配置MAC地址数学习上限 

 配置当达到MAC地址数学习上限时的报文转发规则 

• 配置MAC地址迁移上报和抑制功能 

• 配置快速更新ARP表项功能 

• 开启MAC地址表告警功能 

1.3  手工配置MAC地址表项 

1.3.1  功能简介 

配置 MAC 地址表项后，当设备收到的报文的源 MAC 地址与配置表项中的 MAC 地址相同时，不同

类型的 MAC 地址表项处理方式不同。 

表1-1 不同类型 MAC 地址表项对源 MAC 地址匹配报文的处理方式 

MAC 地址表项类型 报文源 MAC 地址与配置表项中的 MAC 地址相同 

静态MAC地址表项 不检查报文入接口与表项中的接口是否相同，直接根据目的MAC地址转发该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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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地址表项类型 报文源 MAC 地址与配置表项中的 MAC 地址相同 

多端口单播MAC地址表项 

进行MAC地址学习，生成动态MAC地址表项（假设源MAC为MAC A,），并转发该

报文。但是，当设备转发目的MAC为MAC A的报文时，由于多端口单播MAC地址

表项优先级高于自动生成的MAC地址表项，报文根据多端口单播MAC地址表项转

发，不根据生成的动态MAC地址表项转发 

黑洞MAC地址表项 丢弃该报文 

动态MAC地址表项 

• 如果报文入接口与该表项中的接口不同，则进行 MAC 地址学习，并覆盖该表

项 

• 如果报文入接口与该表项中的接口相同，则转发该报文，并更新该表项老化时

间 

 

1.3.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手工配置动态MAC地址表项时，如果MAC地址表中已经存在MAC地址相匹配的自动生成表项，

但该表项的接口与配置不符，那么该手工配置覆盖自动生成表项。 

如果不保存配置，设备重启后所有手工配置的 MAC 地址表项都会丢失；如果保存配置，设备重启

后手工配置的静态 MAC 地址表项、黑洞 MAC 地址表项和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不会丢失，手

工配置的动态 MAC 地址表项会丢失。 

1.3.3  配置准备 

手工配置 MAC 地址表项时，必须先创建指定接口所属的 VLAN，否则配置失败。 

1.3.4  配置静态/动态MAC地址表项 

1. 系统视图下配置静态/动态MAC地址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添加或者修改静态/动态 MAC 地址表项。 
mac-address { dynamic | static } mac-address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动态 MAC 地址表项。 

interface 参数指定的接口必须属于 vlan-id 参数指定的 VLAN。 

2. 接口视图下配置静态/动态MAC地址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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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接口下添加或者修改静态/动态 MAC 地址表项。 
mac-address { dynamic | static } mac-address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接口下未配置静态/动态 MAC 地址表项。 

当前接口必须属于 vlan-id 参数指定的 VLAN。 

1.3.5  配置黑洞MAC地址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添加或者修改黑洞 MAC 地址表项。 
mac-address blackhole mac-address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黑洞 MAC 地址表项。 

1.3.6  配置多端口单播MAC地址表项 

1. 功能简介 

网络管理员可手工配置多端口单播MAC地址表项，将多个端口和单播MAC地址绑定，以实现目的

地址匹配该MAC地址的报文通过多个端口复制转发出去。例如，如 图 1-1 在NLB（Network Load 
Balancing，网络负载均衡）集群的单播模式下，所有服务器使用一个共同的MAC地址（该MAC地

址为集群MAC地址），发往集群MAC地址的报文要求发送到每一台服务器，这时可以在连接服务器

组的设备上配置多端口单播MAC地址表项，把客户端发往服务器组的报文从所有连接服务器的端口

转发出去。 

图1-1 NLB 集群 

 

 

2. 系统视图下配置多端口单播MAC地址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 
mac-address multiport mac-address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 

interface 参数指定的接口必须属于 vlan-id 参数指定的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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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口视图下配置多端口单播MAC地址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加入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 
mac-address multiport mac-address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接口下未配置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 

当前接口必须属于 vlan-id 参数指定的 VLAN。 

1.4  配置动态MAC地址表项的老化时间 

1. 功能简介 

当网络拓扑改变后，如果动态 MAC 地址表项不及时更新，会导致用户流量不能正常转发。配置动

态 MAC 地址表项的老化时间后，超过老化时间的动态 MAC 地址表项会被自动删除，设备将重新进

行 MAC 地址学习，构建新的动态 MAC 地址表项。 

用户配置的老化时间过长或者过短，都可能影响设备的运行性能： 

• 如果用户配置的老化时间过长，设备可能会保存许多过时的 MAC 地址表项，从而耗尽 MAC
地址表资源，导致设备无法根据网络的变化更新 MAC 地址表。 

• 如果用户配置的老化时间太短，设备可能会删除有效的 MAC 地址表项，导致设备广播大量的

数据报文，增加网络的负担。 

用户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合适的老化时间。如果网络比较稳定，可以将老化时间配置得长一些

或者配置为不老化；否则，可以将老化时间配置得短一些。比如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网络，如果长时

间没有流量，动态 MAC 地址表项会被全部删除，可能导致设备突然广播大量的数据报文，造成安

全隐患，此时可将动态 MAC 地址表项的老化时间设得长一些或不老化，以减少广播，增加网络稳

定性和安全性。 

动态 MAC 地址表项的老化时间作用于全部接口上。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动态 MAC 地址表项的老化时间。 
mac-address timer { aging seconds | no-aging } 

缺省情况下，动态 MAC 地址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3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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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闭MAC地址学习功能 

1.5.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MAC 地址学习功能处于开启状态。有时为了保证设备的安全，需要关闭 MAC 地址学

习功能。常见的危及设备安全的情况是：非法用户使用大量源 MAC 地址不同的报文攻击设备，导

致设备 MAC 地址表资源耗尽，造成设备无法根据网络的变化更新 MAC 地址表。关闭 MAC 地址学

习功能可以有效防止这种攻击。 

关闭 MAC 地址学习功能后，设备立即删除已经存在的动态 MAC 地址表项。 

1.5.2  关闭全局的MAC地址学习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关闭全局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后，接口将不再学习新的 MAC 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关闭全局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 
undo mac-address mac-learn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全局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5.3  关闭接口的MAC地址学习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开启全局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的前提下，用户可以关闭设备上单个接口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关闭接口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 
undo mac-address mac-learn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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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关闭VLAN的MAC地址学习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开启全局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的前提下，用户可以关闭设备上指定 VLAN 的 MAC 地址学习功

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关闭 VLAN 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 
undo mac-address mac-learn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VLAN 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6  配置MAC地址数学习上限 

1.6.1  配置接口的MAC地址数学习上限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接口的 MAC 地址数学习上限，用户可以控制设备维护的 MAC 地址表的表项数量。如果

MAC 地址表过于庞大，可能导致设备的转发性能下降。当接口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达到上限时，

该接口将不再对 MAC 地址进行学习。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的 MAC 地址数学习上限。 
mac-address max-mac-count count 

缺省情况下，接口未配置 MAC 地址数学习上限。 

1.7  配置当达到MAC地址数学习上限时的报文转发规则 

1.7.1  功能简介 

当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达到上限时，用户可以选择是否允许系统转发源 MAC 不在 MAC 地址表里

的报文。 

1.7.2  配置当达到接口的MAC地址数学习上限时的报文转发规则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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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当达到接口的 MAC 地址数学习上限时，允许转发源 MAC 地址不在 MAC 地址表里的报

文。 
mac-address max-mac-count enable-forwarding 

缺省情况下，当达到接口的 MAC 地址数学习上限时，允许转发源 MAC 地址不在 MAC 地址

表里的报文。 

1.8  配置MAC地址迁移上报和抑制功能 

1. 功能简介 

MAC 地址迁移是指：设备从某接口（假设接口 A）学习到某 MAC 地址，之后从另一接口（假设接

口 B）接收到了以该 MAC 地址为源 MAC 地址的报文，且接口 B 与接口 A 所属的 VLAN 相同，则

该 MAC 地址表项的出接口改为接口 B，此时认为该 MAC 地址从接口 A 迁移到接口 B。 

如果 MAC 地址迁移频繁出现，且同一 MAC 地址总是在特定的两个接口之间迁移，那么网络中可能

存在二层环路。可以通过 display mac-address mac-move 命令查看 MAC 地址迁移记录，发

现和定位环路。 

当监测到某端口频繁迁移时，用户可以通过配置 MAC 地址迁移抑制功能，使频繁迁移的端口 down，
一定时间后该端口将自行恢复 up，或者用户通过手动方式将该端口 up。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mac-address notification mac-move 命令后，系统采用 Syslog 方式上报 MAC 地址

迁移信息到信息中心模块，如果同时通过 snmp-agent trap enable mac-address 命令开启

MAC 地址表的告警功能，系统还会采用 Trap 信息上报 MAC 地址迁移信息到 SNMP 模块。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MAC 地址迁移上报功能。 
mac-address notification mac-move [ interval interval ] 

缺省情况下，MAC 地址迁移上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可选）配置 MAC 地址迁移抑制功能的相关参数。 
mac-address notification mac-move suppression { interval interval | 
threshold threshold } 

缺省情况下，MAC 地址迁移抑制时间间隔为 30 秒、阈值为 3 次。 

配置本命令后，当接口上开启了 MAC 地址迁移抑制功能时，本命令配置的参数才能生效。 

(4)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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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5) 开启接口上的 MAC 地址迁移抑制功能。 
mac-address notification mac-move suppression 

缺省情况下，MAC 地址迁移抑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9  配置快速更新ARP表项功能 

1. 功能简介 

如 图 1-2 所示，Laptop经常在无线站点AP 1 和AP 2 之间漫游，导致Device上记录的Laptop的MAC
地址与出端口的对应关系经常发生改变，但是Device上的ARP表项不会立即更新，影响到数据业务

的正常转发。 

图1-2 MAC 地址迁移后 ARP 表项不能更新 

  
 

配置快速更新 ARP 表项后，如果交换机上记录的 MAC 地址与出端口的对应关系发生改变，系统会

立刻更新 ARP 表项，保证了数据业务的不间断转发。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在 MAC 地址迁移后，快速更新 ARP 表项功能。 
mac-address mac-move fast-update 

缺省情况下，在 MAC 地址迁移后，快速更新 ARP 表项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0  开启MAC地址表告警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MAC 地址表的告警功能后，MAC 地址表模块会生成告警信息，用于报告该模块的重要事件。

生成的告警信息将发送到设备的 SNMP 模块，请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

告警信息输出的相关属性。 

Device

AP 1 AP 2

Laptop

Port A Por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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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MAC 地址表的告警功能后，设备将只发送日志信息到信息中心模块，此时请配置信息中心的

输出规则和输出方向来查看 MAC 地址表模块的日志信息。 

有关 SNMP 和信息中心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和“信息

中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MAC 地址表的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mac-address [ mac-move ] 

缺省情况下，MAC 地址表的告警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当 MAC 地址表的告警功能关闭后，将采用 Syslog 方式上报信息。 

1.11  MAC地址表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MAC 地址表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MAC 地址表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MAC地址表信息 

display mac-address [ mac-address [ vlan vlan-id ] 
| [ [ dynamic | static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blackhole | multiport ] [ vlan 
vlan-id ] [ count ] ] 

显示MAC地址表动态表项的老化时间 display mac-address aging-time 

显示MAC地址学习功能的开启状态 display mac-address mac-learning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MAC地址迁移记录 display mac-address mac-move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MAC地址表的统计信息 display mac-address statistics 

 

1.12  MAC地址表典型配置举例 

1.12.1  MAC地址表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现有一台用户主机，它的 MAC 地址为 000f-e235-dc71，属于 VLAN 1，连接 Device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为防止假冒身份的非法用户骗取数据，在设备的 MAC 地址表中为该用

户主机添加一条静态表项。 

• 另有一台用户主机，它的 MAC 地址为 000f-e235-abcd，属于 VLAN 1。由于该用户主机曾经

接入网络进行非法操作，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再次发生，在设备上添加一条黑洞MAC地址表项，

使该用户主机接收不到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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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设备的动态 MAC 地址表项老化时间为 500 秒。 

2. 组网图 

图1-3 MAC 地址表基本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增加一个静态 MAC 地址表项，目的地址为 000f-e235-dc71，出接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且

该接口属于 VLAN 1。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mac-address static 000f-e235-dc7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vlan 1 

# 增加一个黑洞 MAC 地址表项，地址为 000f-e235-abcd，属于 VLAN 1。 
[Device] mac-address blackhole 000f-e235-abcd vlan 1 

# 配置动态 MAC 地址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500 秒。 
[Device] mac-address timer aging 500 

4. 验证配置 

# 查看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的静态 MAC 地址表项信息。 
[Device] display mac-address stati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MAC Address      VLAN ID    State            Port/Nickname            Aging 

000f-e235-dc71   1          Static           GE1/0/1                  N 

# 查看黑洞 MAC 地址表信息。 
[Device] display mac-address blackhole 

MAC Address      VLAN ID    State            Port/Nickname            Aging 

000f-e235-abcd   1          Blackhole        N/A                      N 

# 查看动态 MAC 地址表项的老化时间。 
[Device] display mac-address aging-time 

MAC address aging time: 5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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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C Information 
2.1  MAC Information简介 

由于 MAC 地址能唯一标识一个网络用户，MAC Information 功能通过监控接口学习和删除 MAC 地

址表项，可以对用户加入和离开网络进行跟踪。具体机制为：当接口学习到一条新的 MAC 地址表

项或删除一条已有 MAC 地址表项时，设备会将该 MAC 地址变化信息写入缓冲队列。当设定的发送

MAC 变化通知的时间间隔到期，设备立即发送记录了 MAC 地址变化信息的日志或 SNMP 告警信

息。信息接收端通过对日志或 SNMP 告警信息进行分析，实现对网络中的用户进行监控，同时为分

析网络的使用情况提供依据。 

2.2  开启MAC Information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必须同时开启全局和接口的 MAC Information 功能，MAC Information 功能才会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全局 MAC Information 功能。 
mac-address inform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全局 MAC Informatio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接口的 MAC Information 功能。 
mac-address information enable { added | deleted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 MAC Informatio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3  配置发送MAC变化通知的方式 

1. 功能简介 

发送 MAC 变化通知的方式有两种： 

• Syslog 方式：通过发送日志信息通知 MAC 地址的变化。采用该方式时，日志信息会被发送到

设备的信息中心，由信息中心发送到监控终端。有关信息中心的详细介绍及相关配置，请参

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 Trap 方式：通过发送 SNMP 告警信息通知 MAC 地址的变化。采用该方式时，需要通过 SNMP
将 SNMP 告警信息发送到 NMS。有关 SNMP 的详细介绍及相关配置，请参见“网络管理和

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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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发送 MAC 变化通知的方式。 
mac-address information mode { syslog | trap } 

缺省情况下，采用 Trap 方式发送 MAC 变化通知。 

2.4  配置发送MAC变化通知的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为了防止过于频繁地发送 MAC 变化通知干扰用户，用户可以修改发送 MAC 变化通知的时间间隔。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发送 MAC 变化通知的时间间隔。 
mac-address information interval interval-time 

缺省情况下，发送 MAC 变化通知的时间间隔为 1 秒。 

2.5  配置MAC Information缓存队列长度 

1. 功能简介 

MAC Information 缓存队列长度是否为 0 对应着不同的处理方式： 

• 如果 MAC Information 缓存队列长度为 0，则当接口学习到或删除一条 MAC 地址表项时会立

即发送日志或 SNMP 告警信息。 

• 如果 MAC Information 缓存队列长度不为 0，则将 MAC 地址变化信息存放在缓存队列中。当

未达到发送 MAC 变化通知的时间间隔，此时若缓存队列被写满，新的 MAC 地址变化信息将

覆盖缓存队列中最后一条写入的信息；当达到发送 MAC 变化通知的时间间隔时，不论此时缓

存队列是否已被写满，都发送日志或 SNMP 告警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MAC Information 缓存队列长度。 
mac-address information queue-length value 

缺省情况下，MAC Information 缓存队列长度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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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MAC Information典型配置举例 

2.6.1  MAC Information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Host A 与远端服务器 Server 通过 Device 相连。 

• 在 Device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MAC Information 功能，Device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的 MAC 地址添加或删除信息利用 Syslog 方式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发送给日志主机 Host B，Host B 可以对接收到的日志信息进行分析。 

2. 组网图 

图2-1 MAC Information 基本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可以将日志信息发送到 Host B 

# 开启信息中心。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info-center enable 

# 配置发送日志信息到 IP 地址为 192.168.1.2/24 的日志主机，日志主机记录工具为 local4。 
[Device] info-center loghost 192.168.1.2 facility local4 

# 关闭 loghost 方向所有模块日志信息的输出开关。 
[Device] info-center source default loghost deny 

 

由于系统对各方向允许输出的日志信息的缺省情况不一样，所以配置前必须将所有模块指定

方向（本例为 loghost）上日志信息的输出开关关闭，再根据当前的需求配置输出规则，以免

输出太多不需要的信息。 

 

# 配置输出规则：允许 MAC地址表模块的、等级高于等于 informational的日志信息输出到日

志主机。 
[Device] info-center source mac loghost level informational 

(2) 日志主机 Host B 上的配置 

Host A
192.168.1.1/24

Host B
192.168.1.2/24

Server
192.168.1.3/24

GE1/0/1

GE1/0/2

GE1/0/3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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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 Solaris 操作系统上的配置为例介绍日志主机上的配置，在其他厂商的 Unix 操作系统

上的配置操作基本类似。 

第一步：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日志主机。 

第二步：在/var/log/路径下为 Device 创建同名日志文件夹 Device，在该文件夹创建文件

info.log，用来存储来自 Device 的日志。 
# mkdir /var/log/Device 

# touch /var/log/Device/info.log 

第三步：编辑/etc/路径下的文件 syslog.conf，添加以下内容。 
# Device configuration messages 

local4.info /var/log/Device/info.log 

以上配置中，local4 表示日志主机接收日志的工具名称，info 表示信息等级。Unix 系统会把

等级高于等于 informational 的日志记录到/var/log/Device/info.log 文件中。 

 

在编辑/etc/syslog.conf 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注释必须独立成行，并以字符#开头。 

在文件名之后不得有多余的空格。 

/etc/syslog.conf 中指定的工具名称及信息等级与 Device 上 info-center loghost 和 info-center 
source 命令的相应参数的指定值要保持一致，否则日志信息可能无法正确输出到日志主机上。 

 

第四步：查看系统守护进程 syslogd 的进程号，中止 syslogd 进程，并重新用-r 选项在后台启

动 syslogd，使修改后配置生效。 
# ps -ae | grep syslogd 

147 

# kill -HUP 147 

# syslogd -r & 

进行以上操作之后，Device的日志信息会输出到Host B，Host B会将这些日志信息存储到相

应的文件中了。 

(3) 配置 MAC Information 功能 

# 开启全局 MAC Information 功能。 
[Device] mac-address information enable 

# 配置采用 Syslog 方式发送 MAC 变化通知。 
[Device] mac-address information mode syslog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MAC Information 功能，使该接口在学习到和删除 MAC
地址时记录 MAC 变化信息。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mac-address information enable adde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mac-address information enable delete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 MAC Information 缓存队列长度为 100。 
[Device] mac-address information queue-length 100 

# 配置发送 MAC 变化通知的时间间隔为 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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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mac-address information interva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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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太网链路聚合 

1.1  以太网链路聚合简介 

以太网链路聚合通过将多条以太网物理链路捆绑在一起形成一条以太网逻辑链路，实现增加链路带

宽的目的，同时这些捆绑在一起的链路通过相互动态备份，可以有效地提高链路的可靠性。 

1.1.1  以太网链路聚合应用场景 

如图 1-1所示，Device A与Device B之间通过三条以太网物理链路相连，将这三条链路捆绑在一起，

就成为了一条逻辑链路Link aggregation 1。这条逻辑链路的带宽最大可等于三条以太网物理链路的

带宽总和，增加了链路的带宽；同时，这三条以太网物理链路相互备份，当其中某条物理链路down，
还可以通过其他两条物理链路转发报文。 

图1-1 链路聚合示意图 

 
 

1.1.2  聚合组、成员端口和聚合接口 

链路捆绑是通过接口捆绑实现的，多个以太网接口捆绑在一起后形成一个聚合组，而这些被捆绑在

一起的以太网接口就称为该聚合组的成员端口。每个聚合组唯一对应着一个逻辑接口，称为聚合接

口。聚合组与聚合接口的编号是相同的，例如聚合组 1 对应于聚合接口 1。 

1. 聚合组和聚合接口的类型 

二层聚合组/二层聚合接口：二层聚合组的成员端口全部为二层以太网接口，其对应的聚合接口称为

二层聚合接口。 

聚合接口的速率和双工模式取决于对应聚合组内的选中端口（请参见“1.1.2  2. 成员端口的状态”）：

聚合接口的速率等于所有选中端口的速率之和，聚合接口的双工模式则与选中端口的双工模式相同。 

2. 成员端口的状态 

聚合组内的成员端口具有以下三种状态： 

• 选中（Selected）状态：此状态下的成员端口可以参与数据的转发，处于此状态的成员端口称

为“选中端口”。 

• 非选中（Unselected）状态：此状态下的成员端口不能参与数据的转发，处于此状态的成员

端口称为“非选中端口”。 

• 独立（Individual）状态：此状态下的成员端口可以作为普通物理口参与数据的转发。满足以

下条件时，如果成员端口在经过 LACP（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链路聚合控制协

议）超时时间之后未收到 LACP 报文，则该成员端口会被置为该状态： 

 聚合接口配置为边缘端口。 

Port A2
Port A1

Port A3     Link aggregation 1 Port B2
Port B1

Port B3

Device A Devic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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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选中/非选中状态的成员端口经过一次 down、up后，该成员端口将被置为独立状态。 

1.1.3  操作Key 

操作 Key 是系统在进行链路聚合时用来表征成员端口聚合能力的一个数值，它是根据成员端口上的

一些信息（包括该端口的速率、双工模式等）的组合自动计算生成的，这个信息组合中任何一项的

变化都会引起操作Key的重新计算。在同一聚合组中，所有的选中端口都必须具有相同的操作Key。 

1.1.4  配置分类 

根据对成员端口状态的影响不同，成员端口上的配置可以分为以下两类：属性类配置和协议类配置。 

1. 属性类配置 

属性类配置包含的配置内容如 表 1-1 所示。在聚合组中，只有与对应聚合接口的属性类配置完全相

同的成员端口才能够成为选中端口。 

表1-1 属性类配置的内容 

配置项 内容 

端口隔离 端口是否加入隔离组、端口所属的端口隔离组 

QinQ配置 端口的QinQ功能开启/关闭状态、VLAN Tag的TPID值、VLAN透传。关于QinQ配置的详细描述

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QinQ” 

VLAN映射 端口上配置的各种VLAN映射关系。有关VLAN映射配置的详细描述，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

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映射” 

VLAN配置 

端口上允许通过的VLAN、端口缺省VLAN、端口的链路类型（即Trunk、Hybrid、Access类型）、

端口的工作模式（即promiscuous、trunk promiscuous、host、trunk secondary模式）、基于IP
子网的VLAN配置、基于协议的VLAN配置、VLAN报文是否带Tag配置。有关VLAN配置的详细描

述，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2. 协议类配置 

协议类配置是相对于属性类配置而言的，包含的配置内容有 MAC 地址学习、生成树等。在聚合组

中，即使某成员端口与对应聚合接口的协议配置存在不同，也不会影响该成员端口成为选中端口。 

1.1.5  聚合模式 

链路聚合分为静态聚合和动态聚合两种模式，它们各自的优点如下所示： 

• 静态聚合模式：一旦配置好后，端口的选中/非选中状态就不会受网络环境的影响，比较稳定。 

• 动态聚合模式：通过 LACP 协议实现，能够根据对端和本端的信息调整端口的选中/非选中状

态，比较灵活。 

处于静态聚合模式下的聚合组称为静态聚合组，处于动态聚合模式下的聚合组称为动态聚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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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静态聚合模式 

1. 选择参考端口 

参考端口从本端的成员端口中选出，其操作 Key 和属性类配置将作为同一聚合组内的其他成员端口

的参照，只有操作 Key 和属性类配置与参考端口一致的成员端口才能被选中。 

对于聚合组内处于 up 状态的端口，按照端口的高端口优先级->全双工/高速率->全双工/低速率->半
双工/高速率->半双工/低速率的优先次序，选择优先次序最高、且属性类配置与对应聚合接口相同

的端口作为参考端口；如果多个端口优先次序相同，首先选择原来的选中端口作为参考端口；如果

此时多个优先次序相同的端口都是原来的选中端口，则选择其中端口号最小的端口作为参考端口；

如果多个端口优先次序相同，且都不是原来的选中端口，则选择其中端口号最小的端口作为参考端

口。 

2. 确定成员端口的状态 

静态聚合组内成员端口状态的确定流程如 图 1-2 所示。 

图1-2 静态聚合组内成员端口状态的确定流程 

 

 

确定静态聚合组内成员端口状态时，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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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成员端口的操作 Key 或属性类配置改变时，其所在静态聚合组内各成员端口的选中/非
选中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 

• 当静态聚合组内选中端口的数量已达到上限，对于后加入的成员端口和聚合组内选中端口的

端口优先级： 

 全部相同时，后加入的成员端口即使满足成为选中端口的所有条件，也不会立即成为选中

端口。这样能够尽量维持当前选中端口上的流量不中断，但是由于设备重启时会重新计算

选中端口，因此可能导致设备重启前后各成员端口的选中/非选中状态不一致。 

 存在不同时，若后加入的成员端口的属性类配置与对应聚合接口相同，且端口优先级高于

聚合组内选中端口的端口优先级，则端口优先级高的成员端口会立刻取代端口优先级低的

选中端口成为新的选中端口。 

1.1.7  动态聚合 

1. LACP协议 

动态聚合模式通过 LACP 协议实现，LACP 协议的内容及动态聚合模式的工作机制如下所述。 

基于 IEEE802.3ad 标准的 LACP 协议是一种实现链路动态聚合的协议，运行该协议的设备之间通

过互发 LACPDU 来交互链路聚合的相关信息。 

动态聚合组内的成员端口可以收发 LACPDU（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 Data Unit，链路

聚合控制协议数据单元），本端通过向对端发送 LACPDU 通告本端的信息。当对端收到该 LACPDU
后，将其中的信息与所在端其他成员端口收到的信息进行比较，以选择能够处于选中状态的成员端

口，使双方可以对各自接口的选中/非选中状态达成一致。 

2. LACP协议的功能 

LACP协议的功能分为基本功能和扩展功能两大类，如 表 1-2 所示。 

表1-2 LACP 协议的功能分类 

类别 说明 

基本功能 利用LACPDU的基本字段可以实现LACP协议的基本功能。基本字段包含以下信息：系统LACP优先

级、系统MAC地址、端口优先级、端口编号和操作Key 

扩展功能 

通过对LACPDU的字段进行扩展，可以实现对LACP协议的扩展。通过在扩展字段中定义一个新的

TLV（Type/Length/Value，类型/长度/值）数据域，可以实现IRF（Intelligent Resilient Framework，
智能弹性架构）中的LACP MAD（Multi-Active Detection，多Active检测）机制。有关IRF和LACP MAD
机制的详细介绍，请参见“虚拟化技术配置指导”中的“IRF” 

对于支持LACP协议扩展功能的设备来说，如果同时支持IRF，则该设备可以作为成员设备或中间设

备来参与LACP MAD 

 

3. LACP工作模式 

LACP 工作模式分为 ACTIVE 和 PASSIVE 两种。 

如果动态聚合组内成员端口的LACP工作模式为PASSIVE，且对端的LACP工作模式也为PASSIVE
时，两端将不能发送 LACPDU。如果两端中任何一端的 LACP 工作模式为 ACTIVE 时，两端将可

以发送 LACPDU。 

4. LACP优先级 

根据作用的不同，可以将LACP优先级分为系统LACP优先级和端口优先级两类，如 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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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LACP 优先级的分类 

类别 说明 比较标准 

系统LACP优先级 
用于区分两端设备优先级的高低。当两端设备中的一端具有较高优先级时，

另一端将根据优先级较高的一端来选择本端的选中端口，这样便使两端设备

的选中端口达成了一致 
优先级数值

越小，优先

级越高 
端口优先级 用于区分各成员端口成为选中端口的优先程度 

 

5. LACP超时时间 

LACP 超时时间是指成员端口等待接收 LACPDU 的超时时间，在 LACP 超时时间之后，如果本端

成员端口仍未收到来自对端的 LACPDU，则认为对端成员端口已失效。 

LACP 超时时间同时也决定了对端发送 LACPDU 的速率。LACP 超时有短超时（3 秒）和长超时（90
秒）两种。若 LACP 超时时间为短超时，则对端将快速发送 LACPDU（每 1 秒发送 1 个 LACPDU）；

若 LACP 超时时间为长超时，则对端将慢速发送 LACPDU（每 30 秒发送 1 个 LACPDU）。 

6. 端口加入聚合组的方式 

端口加入聚合组的方式为： 

• 手工动态聚合：两端设备成员端口手工加入动态聚合组。 

• 半自动动态聚合：一端设备成员端口手工加入动态聚合组，另一端成员端口自动加入动态聚

合组。 

7. 半自动聚合 

端口根据收到的LACP报文自动选择加入聚合组，如果本设备上没有可以加入的聚合组，设备会自

动创建一个符合条件的聚合组。端口自动加入聚合组流程如 图 1-3 所示。 

创建一个符合条件的聚合组时，该聚合接口会同步最先加入聚合组的成员端口的属性类配置。 

端口自动加入聚合组后，该聚合组选择参考端口和确定成员端口的状态与手工动态聚合组处理方式

相同，请参见“1.1.8  动态聚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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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端口自动加入聚合组流程图 

  

 

1.1.8  动态聚合模式 

1. 选择参考端口 

参考端口从聚合链路两端处于 up 状态的成员端口中选出，其操作 Key 和属性类配置将作为同一聚

合组内的其他成员端口的参照，只有操作 Key 和属性类配置与参考端口一致的成员端口才能被选中。 

• 首先，从聚合链路的两端选出设备 ID（由系统的 LACP 优先级和系统的 MAC 地址共同构成）

较小的一端：先比较两端的系统 LACP 优先级，优先级数值越小其设备 ID 越小；如果优先级

相同再比较其系统 MAC 地址，MAC 地址越小其设备 ID 越小。 

• 其次，对于设备 ID 较小的一端，再比较其聚合组内各成员端口的端口 ID（由端口优先级和端

口号共同构成）：先比较端口优先级，优先级数值越小其端口 ID 越小；如果优先级相同再比较

其端口号，端口号越小其端口 ID 越小。端口 ID 最小、且属性类配置与对应聚合接口相同的端

口作为参考端口。 

 

端口号可以通过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verbose 命令中的 Index 字段查看。 

 

2. 确定成员端口的状态 

在设备ID较小的一端，动态聚合组内成员端口状态的确定流程如 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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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动态聚合组内成员端口状态的确定流程 

 
 

与此同时，设备 ID 较大的一端也会随着对端成员端口状态的变化，随时调整本端各成员端口的状

态，以确保聚合链路两端成员端口状态的一致。 

确定动态聚合组内成员端口状态时，需要注意： 

• 仅全双工端口可成为选中端口。 

• 当一个成员端口的操作 Key 或属性类配置改变时，其所在动态聚合组内各成员端口的选中/非
选中状态可能会发生改变。 

• 当本端端口的选中/非选中状态发生改变时，其对端端口的选中/非选中状态也将随之改变。 

• 当动态聚合组内选中端口的数量已达到上限时，后加入的成员端口一旦满足成为选中端口的

所有条件，就会立刻取代已不满足条件的端口成为选中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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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聚合边缘接口 

在网络设备与服务器等终端设备相连的场景中，当网络设备配置了动态聚合模式，而终端设备未配

置动态聚合模式时，聚合链路不能成功建立，网络设备与该终端设备相连多条链路中只能有一条作

为普通链路正常转发报文，因而链路间也不能形成备份，当该普通链路发生故障时，可能会造成报

文丢失。 

若要求在终端设备未配置动态聚合模式时，该终端设备与网络设备间的链路可以形成备份，可通过

配置网络设备与终端设备相连的聚合接口为聚合边缘接口，使该聚合组内的所有成员端口都作为普

通物理口转发报文，从而保证终端设备与网络设备间的多条链路可以相互备份，增加可靠性。当终

端设备完成动态聚合模式配置时，其聚合成员端口正常发送 LACP 报文后，网络设备上符合选中条

件的聚合成员端口会自动被选中，从而使聚合链路恢复正常工作。 

1.1.10  聚合负载分担类型 

通过采用不同的聚合负载分担类型，可以实现灵活地对聚合组内流量进行负载分担。聚合负载分担

的类型可以归为以下类型： 

• 逐流负载分担：按照报文的源/目的MAC地址、源/目的服务端口、入端口、源/目的 IP地址中

的一种或某几种的组合区分流，使属于同一数据流的报文从同一条成员链路上通过。 

• 按照报文类型自动选择所采用的聚合负载分担类型。 

1.2  以太网链路聚合配置任务简介 

以太网链路聚合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聚合组 
 配置二层聚合组 

(2) （可选）配置聚合接口基本参数 

 限制聚合组内选中端口的数量 

 配置聚合接口的描述信息 

 配置聚合接口允许超长帧通过 

 配置聚合接口的期望带宽 

 配置聚合接口为聚合边缘接口 

终端设备未配置动态聚合模式时，使终端设备与网络设备间的链路可以形成备份。 

 关闭聚合接口 

 恢复聚合接口的缺省配置 

(3) （可选）配置动态聚合组内端口速率作为优先选择参考端口的条件 

(4) （可选）配置聚合负载分担 

 配置聚合负载分担类型 

 配置聚合负载分担采用本地转发优先 

(5) （可选）配置二层聚合接口桥功能 

报文出接口和入接口为同一二层聚合接口时，从该接口转发报文，不进行丢弃。 

(6) （可选）配置链路聚合与BFD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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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配置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 

开启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实现聚合链路上流量不中断。 

1.3  配置聚合组 

1.3.1  配置限制和指导 

1. 二层聚合组限制 

配置了下列功能的端口将不能加入二层聚合组： 

• MAC 地址认证。有关 MAC 地址认证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MAC 地址认

证”。 

• 端口安全。有关端口安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端口安全”。 

• 802.1X。有关 802.1X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802.1X”。 

2. 成员端口限制 

用户删除聚合接口时，系统将自动删除对应的聚合组，且该聚合组内的所有成员端口将全部离开该

聚合组。 

建议不要将镜像反射端口加入聚合组，有关反射端口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

中的“端口镜像”。 

3. 聚合组属性类配置和协议类配置限制 

聚合接口上属性类配置发生变化时，会同步到成员端口上，同步失败时不会回退聚合接口上的配置。

聚合接口配置同步到成员端口失败后，可能导致成员端口变为非选中状态，此时可以修改聚合接口

或者成员端口上的配置，使成员端口重新选中。当聚合接口被删除后，同步成功的配置仍将保留在

这些成员端口上。 

由于成员端口上属性类配置的改变可能导致其选中/非选中状态发生变化，进而对业务产生影响，因

此当在成员端口上进行此类配置时，系统将给出提示信息，由用户来决定是否继续执行该配置。 

在聚合接口上所作的协议类配置，只在当前聚合接口下生效；在成员端口上所作的协议类配置，只

有当该成员端口退出聚合组后才能生效。 

4. 聚合模式限制 

聚合链路的两端应配置相同的聚合模式。对于不同模式的聚合组，其选中端口存在如下限制： 

• 对于静态聚合模式，用户需要保证在同一链路两端端口的选中/非选中状态的一致性，否则聚

合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 对于动态聚合模式： 

 聚合链路两端的设备会自动协商同一链路两端的端口在各自聚合组内的选中/非选中状态，

用户只需保证本端聚合在一起的端口的对端也同样聚合在一起，聚合功能即可正常使用。 

 如果聚合链路一端使用半自动动态聚合方式，则链路另外一端使用手工动态聚合方式。 

1.3.2  配置二层聚合组 

1. 配置二层静态聚合组 

(1) 进入系统视图。 



 

1-10 

system-view 

(2) 创建二层聚合接口，并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创建二层聚合接口后，系统将自动生成同编号的二层聚合组，且该聚合组缺省工作在静态聚

合模式下。 

(3)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将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聚合组。 

a.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b. 将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聚合组。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group-id [ force ] 

多次执行此步骤可将多个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聚合组。指定 force 参数时，会将聚合口上的

属性配置同步给该接口。 

(5) （可选）配置端口优先级。 
link-aggregation port-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端口优先级为 32768。 

2. 配置二层动态聚合组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系统的 LACP 优先级。 
lacp system-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系统的 LACP 优先级为 32768。 

创建动态聚合组后，不建议修改系统的 LACP 优先级，避免影响动态聚合组成员端口的选中/
非选中状态。 

(3) 创建二层聚合接口，并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创建二层聚合接口后，系统将自动生成同编号的二层聚合组，且该聚合组缺省工作在静态聚

合模式下。 

(4) 配置聚合组工作在动态聚合模式下。 
link-aggregation mode dynamic 

缺省情况下，聚合组工作在静态聚合模式下。 

(5)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6) 将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聚合组。 

a.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b. 将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聚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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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 group-id [ force ] | auto [ group-id ] } 

多次执行此步骤可将多个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聚合组。 

指定 force 参数时，会将聚合口上的属性配置同步给该接口。 

指定 auto 参数时，会开启端口的半自动聚合功能。 

(7) 配置端口的 LACP 工作模式。 

 配置端口的 LACP 工作模式为 PASSIVE。 
lacp mode passive 

 配置端口的 LACP 工作模式为 ACTIVE。 
undo lacp mode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LACP 工作模式为 ACTIVE。 

(8) （可选）配置端口优先级。 
link-aggregation port-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端口优先级为 32768。 

(9) （可选）配置端口的 LACP 超时时间为短超时（3 秒）。 
lacp period short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LACP 超时时间为长超时（90 秒）。 

1.4  配置聚合接口基本参数 

本节对能够在聚合接口上进行的部分配置进行介绍。除本节所介绍的配置外，能够在二层以太网接

口上进行的配置大多数也能在二层聚合接口上进行，具体配置请参见相关的配置指导。 

1.4.1  限制聚合组内选中端口的数量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灵活修改聚合组中最大和最小选中端口数，来满足不同需求。 

• 最小选中端口数应用场景 

聚合链路的带宽取决于聚合组内选中端口的数量，用户通过配置聚合组中的最小选中端口数，

可以避免由于选中端口太少而造成聚合链路上的流量拥塞。当聚合组内选中端口的数量达不

到配置值时，对应的聚合接口将不会 up。具体实现如下： 

 如果聚合组内能够被选中的成员端口数小于配置值，这些成员端口都将变为非选中状态，

对应聚合接口的链路状态也将变为 down。 

 当聚合组内能够被选中的成员端口数增加至不小于配置值时，这些成员端口都将变为选中

状态，对应聚合接口的链路状态也将变为 up。 

• 最大选中端口数应用场景 

当配置了聚合组中的最大选中端口数之后，最大选中端口数将同时受配置值和设备硬件能力

的限制，即取二者的较小值作为限制值。用户借此可实现两端口间的冗余备份：在一个聚合

组中只添加两个成员端口，并配置该聚合组中的最大选中端口数为 1，这样这两个成员端口

在同一时刻就只能有一个成为选中端口，而另一个将作为备份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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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端和对端配置的聚合组中的最小/最大选中端口数必须一致。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聚合组中的最小选中端口数。 
link-aggregation selected-port minimum min-number 

缺省情况下，聚合组中的最小选中端口数不受限制。 

(4) 配置聚合组中的最大选中端口数。 
link-aggregation selected-port maximum max-number 

缺省情况下，聚合组中的最大选中端口数为 8。 

1.4.2  配置聚合接口的描述信息 

1. 功能简介 

通过在接口上配置描述信息，可以方便网络管理员根据这些信息来区分各接口的作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当前接口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描述信息为“接口名 Interface”。 

1.4.3  配置聚合接口允许超长帧通过 

1. 功能简介 

聚合接口在进行文件传输等大吞吐量数据交换的时候，接口收到的长度大于 1522 字节的帧称为超

长帧。 

系统对于超长帧的处理如下： 

• 如果系统配置了禁止超长帧通过（通过 undo jumboframe enable 命令配置），会直接丢

弃该帧不再进行处理。 

• 如果系统允许超长帧通过，当接口收到长度在指定范围内的超长帧时，系统会继续处理；当

接口收到长度超过指定最大长度的超长帧时，系统会直接丢弃该帧不再进行处理。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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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允许超长帧通过。 
jumboframe enable [ size ] 

缺省情况下，设备允许最大长度为 10240 字节的超长帧通过。 

多次执行该命令配置不同的 size 值时，最新的配置生效。 

1.4.4  配置聚合接口的期望带宽 

1. 功能简介 

期望带宽供业务模块使用，不会对接口实际带宽造成影响。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当前接口的期望带宽。 
bandwidth bandwidth-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期望带宽＝接口的波特率÷1000（kbps）。 

1.4.5  配置聚合接口为聚合边缘接口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该配置仅在聚合接口对应的聚合组为动态聚合组时生效。 

请在网络设备与服务器等终端设备相连的场景中使用边缘端口，不要在网络设备间配置边缘端口。 

当聚合接口配置为聚合边缘接口后，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将不能正常使用，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的

相关介绍请参见“1.9  配置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聚合接口为聚合边缘接口。 
lacp edge-port 

缺省情况下，聚合接口不为聚合边缘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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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关闭聚合接口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聚合接口的开启/关闭操作，将会影响聚合接口对应的聚合组内成员端口的选中/非选中状态和链

路状态： 

• 关闭聚合接口时，将使对应聚合组内所有处于选中状态的成员端口都变为非选中端口，且所

有成员端口的链路状态都将变为 down。 

• 开启聚合接口时，系统将重新计算对应聚合组内成员端口的选中/非选中状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关闭当前接口。 
shutdown 

1.4.7  恢复聚合接口的缺省配置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接口下的某些配置恢复到缺省情况后，会对设备上当前运行的业务产生影响。建议您在执行本配

置前，完全了解其对网络产生的影响。 

 

您可以在执行 default 命令后通过 display this 命令确认执行效果。对于未能成功恢复缺省

的配置，建议您查阅相关功能的命令手册，手工执行恢复该配置缺省情况的命令。如果操作仍然不

能成功，您可以通过设备的提示信息定位原因。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恢复当前聚合接口的缺省配置。 
default 

1.5  配置动态聚合组内端口速率作为优先选择参考端口的条件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聚合组可能会将速率小的端口选择为参考端口。通过配置本功能，用户可以选择速率

高的端口作为参考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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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本功能后，动态聚合组内按照设备 ID->端口速率->端口 ID 的优先次序选择参考端口。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功能会改变动态聚合口的参考端口的选择条件，可能会导致短暂的业务中断。建议在业务正常传

输情况下，不要随便更改参考端口的选择条件，需要修改参考端口的选择条件时，可以先关闭聚合

接口，待两端配置一致后再开启该聚合接口。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动态聚合组内端口速率作为优先选择参考端口的条件。 
lacp select speed 

缺省情况下，动态聚合组内以成员口的端口的端口 ID 作为优先选择参考端口的条件。 

1.6  配置聚合负载分担 

1.6.1  配置聚合负载分担类型 

1. 功能简介 

聚合负载分担类型仅支持全局配置，全局的配置对所有聚合组都有效。 

聚合负载分担类型会影响到等价路由的负载分担，可能导致等价路由负载分担不均匀。 

2. 全局配置聚合负载分担类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全局采用的聚合负载分担类型。 
link-aggregation global load-sharing mode { destination-ip | 
destination-mac | destination-port | ingress-port | source-ip | 
source-mac | source-port } * 

缺省情况下，系统按照报文类型自动选择所采用的聚合负载分担类型。 

1.6.2  配置聚合负载分担采用本地转发优先 

1. 功能简介 

配置聚合负载分担采用本地转发优先机制可以降低数据流量对IRF物理端口之间链路的冲击，IRF中
成员设备间聚合负载分担处理流程如 图 1-5 所示。有关IRF的详细介绍，请参见“虚拟化技术配置

指导”中的“I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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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IRF 中成员设备间聚合负载分担处理流程 

 
 

2. 配置全局的聚合负载分担采用本地转发优先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全局的聚合负载分担采用本地转发优先。 
link-aggregation load-sharing mode local-first 

缺省情况下，聚合负载分担采用本地转发优先。 

1.7  配置二层聚合接口桥功能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设备收到报文后会根据报文特征查找报文出接口，如果该报文出接口和入接口为同一

接口，则将报文丢弃。在二层聚合接口上开启本功能后，如果该报文出接口和入接口为同一接口，

则从该接口转发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二层聚合接口桥功能。 
port bridge enable 

缺省情况下，二层聚合接口的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该设备上是

否有选中端口？

该设备上

的聚合负载分担是否采用本地

转发优先？

是 否

是

否

IRF中，进入某成员设备的报文出

接口为聚合接口，且对应聚合组的

选中端口分布在多个成员设备上

只在该设备的各选中

端口间进行负载分担

在所有成员设备的所有

选中端口间进行负载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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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配置链路聚合与BFD联动 

1. 功能简介 

链路聚合分为静态聚合和动态聚合两种模式，当链路发生故障时，静态聚合组没有检测机制来响应

链路故障；动态聚合组通过 LACP 来判断链路状况，但这种方式不能快速响应链路故障。链路聚合

使用 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双向转发检测），能够为聚合组选中端口间的链路

提供快速检测功能。通过为选中端口创建 BFD 会话来实现对成员链路故障的快速检测。当链路发

生故障时，该功能能够快速使双方对各自接口的选中/非选中状态达成一致。关于 BFD 的介绍和基

本功能配置，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BFD”。 

• 静态聚合：如果 BFD 检测到链路故障，系统会通知聚合模块对端不可达，将该链路连接端口

的选中状态修改为非选中状态，BFD会话保留，并且会继续发送BFD报文；当故障链路恢复，

能收到对端发送来的 BFD 报文时，系统会再通知聚合模块对端可达，端口又恢复为选中状态。

即配置此功能后静态聚合链路不会出现一端为选中状态，另一端为非选中状态的情况。 

• 动态聚合：如果BFD检测到链路故障，系统会通知聚合模块对端不可达，然后拆除BFD会话，

并停止发送 BFD 报文；当故障链路恢复，通过 LACP 协议重新建立选中链路关系，并重建

BFD 会话，然后通知聚合模块对端已可达。从而使动态聚合组中成员端口选中状态快速收

敛。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链路聚合与 BFD 联动时，需要注意： 

• 两端聚合接口的 BFD 会话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必须成对配置，且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为不同的单

播地址（0.0.0.0 除外）。例如本端聚合接口配置 link-aggregation bfd ipv4 source 
1.1.1.1 destination 2.2.2.2 时，对端聚合接口要配置 link-aggregation bfd ipv4 

source 2.2.2.2 destination 1.1.1.1 后，才能正确建立起 BFD 会话。 

• 在聚合接口下配置的BFD会话参数，会对该聚合组内所有选中链路的BFD会话生效，链路聚

合的 BFD 会话不支持 echo 功能和查询模式。 

• 开启链路聚合的 BFD 功能后，不建议在该聚合接口上再开启其他应用与 BFD 联动。 

• 开启链路聚合的BFD功能后，请配置聚合组中的成员端口数量不大于设备支持的BFD会话数

量，否则可能导致聚合组内部分选中端口变为非选中状态。 

• 如果聚合链路两端 BFD 会话数量不一致，请检查聚合链路两端的最大选中端口数配置是否一

致。如果不一致，请将两端的最大端口数配置为一致。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链路聚合的 BFD 功能。 
link-aggregation bfd ipv4 source ip-address destination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链路聚合的 BFD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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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配置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 

1.9.1  功能简介 

在开启了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后，当手工关闭聚合组内某选中端口或重启聚合组内某选中端口所在

的 slot 时，系统可以将该端口上的流量重定向到其他选中端口上，从而实现聚合链路上流量的不中

断。其中，已知单播报文可以实现零丢包，非已知单播报文不保证不丢包。聚合流量重定向过程中，

对于聚合组中新选中的端口，流量不会重定向到该端口上。 

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支持全局配置或在聚合组内配置两种方式：全局的配置对所有聚合组都有效，

而聚合组内的配置只对当前聚合组有效。对于一个聚合组来说，优先采用该聚合组内的配置，只有

该聚合组内未进行配置时，才采用全局的配置。 

1.9.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必须在聚合链路两端都开启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才能实现聚合链路上流量的不中断。 

如果同时开启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和生成树功能，在重启单板/设备时会出现少量的丢包，因此不建

议同时开启上述两个功能。 

当聚合接口配置为聚合边缘接口后，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将不能正常使用。 

只有动态聚合组支持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 

建议优先选择开启聚合接口的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开启全局的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时，如果有连

接其它厂商设备的聚合接口，可能影响该聚合组的正常通信。 

1.9.3  配置全局的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 
link-aggregation lacp traffic-redirect-notific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9.4  配置聚合接口的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 
link-aggregation lacp traffic-redirect-notific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聚合流量重定向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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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以太网链路聚合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以太网链路聚合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端口的 LACP 和聚合接口上的统计信息。 

表1-4 以太网链路聚合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聚合接口的相关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 bridge-aggregation 
[ interface-number ] ] [ brief [ description | down ] ] 

显示本端系统的设备ID display lacp system-id 

显示全局或聚合组内采用的聚合负载分

担类型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load-sharing mode 
[ interface [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 ]

显示成员端口上链路聚合的详细信息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member-port 
[ interface-list | auto ] 

显示所有聚合组的摘要信息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summary 

显示已有聚合接口所对应聚合组的详细

信息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verbose 
[ bridge-aggregation [ interface-number ] ] 

清除聚合接口上的统计信息 reset counters interface [ bridge-aggregation 
[ interface-number ] ] 

清除成员端口上的LACP统计信息 reset lac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1.11  以太网链路聚合典型配置举例 

1.11.1  二层静态聚合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 与 Device B 通过各自的二层以太网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1/0/3 相互连接。 

• 在 Device A 和 Device B 上分别配置二层静态链路聚合组，并实现设备间 VLAN 10 和 VLAN 
20 分别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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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6 二层静态聚合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0，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加入到该 VLAN 中。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0 

[DeviceA-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A-vlan10] quit 

# 创建 VLAN 20，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5 加入到该 VLAN 中。 
[DeviceA] vlan 20 

[DeviceA-vlan2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DeviceA-vlan20] quit 

# 创建二层聚合接口 1。 
[DeviceA]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1 

[DeviceA-Bridge-Aggregation1] quit 

# 分别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至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到聚合组 1 中。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配置二层聚合接口 1 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 VLAN 10 和 20 的报文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1 

[DeviceA-Bridge-Aggregation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Bridge-Aggregation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20 

[DeviceA-Bridge-Aggregation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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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Device B 

Device B 的配置与 Device A 相似，配置过程略。 

4. 验证配置 

# 查看 Device A 上所有聚合组的详细信息。 
[DeviceA]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verbose 

Loadsharing Type: Shar -- Loadsharing, NonS -- Non-Loadsharing 

Port Status: S -- Selected, U -- Unselected, I -- Individual 

Port: A -- Auto port, M -- Management port, R -- Reference port 

Flags:  A -- LACP_Activity, B -- LACP_Timeout, C -- Aggregation, 

        D -- Synchronization, E -- Collecting, F -- Distributing, 

        G -- Defaulted, H -- Expired 

 

Aggregate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1 

Aggregation Mode: Static 

Loadsharing Type: Shar 

Management VLANs: None 

  Port             Status  Priority Oper-Key 

  GE1/0/1(R)       S       32768    1 

  GE1/0/2          S       32768    1 

  GE1/0/3          S       32768    1 

以上信息表明，聚合组 1 为负载分担类型的二层静态聚合组，包含有三个选中端口。 

1.11.2  二层动态聚合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 与 Device B 通过各自的二层以太网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1/0/3 相互连接。 

• 在 Device A 和 Device B 上分别配置二层动态链路聚合组，并实现设备间 VLAN 10 和 VLAN 
20 分别互通。 

2. 组网图 

图1-7 二层动态聚合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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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0，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加入到该 VLAN 中。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0 

[DeviceA-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A-vlan10] quit 

# 创建 VLAN 20，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5 加入到该 VLAN 中。 
[DeviceA] vlan 20 

[DeviceA-vlan2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DeviceA-vlan20] quit 

# 创建二层聚合接口 1，并配置该接口为动态聚合模式。 
[DeviceA]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1 

[DeviceA-Bridge-Aggregation1] link-aggregation mode dynamic 

[DeviceA-Bridge-Aggregation1] quit 

# 分别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至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到聚合组 1 中。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配置二层聚合接口 1 为 Trunk 端口，并允许 VLAN 10 和 20 的报文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1 

[DeviceA-Bridge-Aggregation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Bridge-Aggregation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20 

[DeviceA-Bridge-Aggregation1] quit 

(2) 配置 Device B 

Device B 的配置与 Device A 相似，配置过程略。 

4. 验证配置 

# 查看 Device A 上所有聚合组的详细信息。 
[DeviceA]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verbose 

Loadsharing Type: Shar -- Loadsharing, NonS -- Non-Loadsharing 

Port Status: S -- Selected, U -- Unselected, I -- Individual 

Port: A -- Auto port, M -- Management port, R -- Reference port 

Flags:  A -- LACP_Activity, B -- LACP_Timeout, C -- Aggregation, 

        D -- Synchronization, E -- Collecting, F -- Distributing, 

        G -- Defaulted, H -- Expired 

 

Aggregate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1 

Aggregation Mode: Dynamic 

Loadsharing Type: S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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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VLANs: None 

System ID: 0x8000, 000f-e267-6c6a 

Local: 

  Port                Status   Priority Index    Oper-Key               Flag 

  GE1/0/1(R)          S        32768    11       1                      {ACDEF} 

  GE1/0/2             S        32768    12       1                      {ACDEF} 

  GE1/0/3             S        32768    13       1                      {ACDEF} 

Remote: 

  Actor               Priority Index    Oper-Key SystemID               Flag 

  GE1/0/1             32768    81       1        0x8000, 000f-e267-57ad {ACDEF} 

  GE1/0/2             32768    82       1        0x8000, 000f-e267-57ad {ACDEF} 

  GE1/0/3             32768    83       1        0x8000, 000f-e267-57ad {ACDEF} 

以上信息表明，聚合组 1 为负载分担类型的二层动态聚合组，包含有三个选中端口。 

1.11.3  二层聚合边缘接口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与服务器 Server 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相互连接。 

• 在 Device 上配置一个二层动态链路聚合组。 

• 在 Device 上配置二层聚合接口为聚合边缘接口，以便当服务器上未配置动态聚合组时，

Device 上聚合组成员端口都能做为普通端口正常转发报文。 

2. 组网图 

图1-8 二层聚合边缘接口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配置 Device 

# 创建二层聚合接口 1，配置该接口为动态聚合模式。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1 

[Device-Bridge-Aggregation1] link-aggregation mode dynamic 

# 配置二层聚合接口 1 为聚合边缘接口。 
[Device-Bridge-Aggregation1] lacp edge-port 

[Device-Bridge-Aggregation1] quit 

# 分别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到聚合组 1 中。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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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 

# 当 Server 未完成动态聚合模式配置时，查看 Device 上所有聚合组的详细信息。 
[Device]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verbose 

Loadsharing Type: Shar -- Loadsharing, NonS -- Non-Loadsharing 

Port Status: S -- Selected, U -- Unselected, I -- Individual 

Port: A -- Auto port, M -- Management port, R -- Reference port 

Flags:  A -- LACP_Activity, B -- LACP_Timeout, C -- Aggregation, 

        D -- Synchronization, E -- Collecting, F -- Distributing, 

        G -- Defaulted, H -- Expired 

 

Aggregate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1 

Aggregation Mode: Dynamic 

Loadsharing Type: Shar 

Management VLANs: None 

System ID: 0x8000, 000f-e267-6c6a 

Local: 

  Port                Status   Priority Index    Oper-Key               Flag 

  GE1/0/1             I        32768    11       1                      {AG} 

  GE1/0/2             I        32768    12       1                      {AG} 

  

Remote: 

  Actor               Priority Index    Oper-Key SystemID               Flag 

  GE1/0/1             32768    81       0        0x8000, 0000-0000-0000 {DEF} 

  GE1/0/2             32768    82       0        0x8000, 0000-0000-0000 {DEF} 

以上信息表明，当Device未收到Server的LACP报文时，Device的聚合成员端口都工作在 Individual
状态，该状态下所有聚合成员端口可以作为普通物理口转发报文，以保证此时 Server 与 Device 间

的链路都可以正常转发报文，且相互形成备份。 

 

 



i 

目  录 

1 端口隔离 ······················································································································ 1-1 

1.1 端口隔离简介 ············································································································· 1-1 

1.2 配置隔离组 ················································································································ 1-1 

1.3 端口隔离显示和维护 ···································································································· 1-1 

1.4 端口隔离典型配置举例 ································································································· 1-2 

1.4.1 端口隔离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 1-2 

 



 

1-1 

1 端口隔离 

1.1  端口隔离简介 

为了实现端口间的二层隔离，可以将不同的端口加入不同的 VLAN，但 VLAN 资源有限。采用端口

隔离特性，用户只需要将端口加入到隔离组中，就可以实现隔离组内端口之间二层隔离，而不关心

这些端口所属 VLAN，从而节省 VLAN 资源。 

隔离组内的端口与未加入隔离组的端口之间二层流量双向互通。 

1.2  配置隔离组 

1. 功能简介 

设备支持多个隔离组，用户可以手工配置。隔离组内可以加入的端口数量没有限制。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一个端口最多只能加入一个隔离组。 

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下的配置只对当前端口生效。 

二层聚合接口视图下的配置对当前接口及其成员端口生效，若某成员端口配置失败，系统会跳过该

端口继续配置其他成员端口，若二层聚合接口配置失败，则不会再配置成员端口。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隔离组。 
port-isolate group group-id 

(3)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4) 将端口加入到隔离组中。 
port-isolate enable group group-id 

缺省情况下，当前端口不属于任何隔离组。 

1.3  端口隔离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端口隔离的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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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端口隔离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隔离组的信息 display port-isolate group [ group-id ] 

 

1.4  端口隔离典型配置举例 

1.4.1  端口隔离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 所示，小区用户Host A、Host B、Host C分别与Device的端口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1/0/2、GigabitEthernet1/0/3 相连，Device设备通过GigabitEthernet1/0/4 端口与外

部网络相连。现需要实现小区用户Host A、Host B和Host C彼此之间二层报文不能互通，但可以和

外部网络通信。 

2. 组网图 

图1-1 端口隔离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隔离组 2。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port-isolate group 2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隔离组 2。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isolate enable group 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port-isolate enable group 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GigabitEthernet1/0/3] port-isolate enable gro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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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GigabitEthernet1/0/3]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隔离组 2 中的信息。 
[Device] display port-isolate group 2 

 Port isolation group information: 

 Group ID: 2 

 Group members: 

   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1/0/2     GigabitEthernet1/0/3 

以上信息显示 Device 上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GigabitEthernet1/0/3
已经加入隔离组 2，从而实现二层隔离，Host A、Host B 和 Host C 彼此之间不能 ping 通。 



i 

目  录 

1 生成树协议概述 ············································································································· 1-1 

1.1 STP简介 ··················································································································· 1-1 

1.1.1 STP的协议报文 ································································································· 1-1 

1.1.2 STP的基本概念 ································································································· 1-3 

1.1.3 STP的拓扑计算过程 ··························································································· 1-4 

1.1.4 STP算法实现举例 ······························································································ 1-6 

1.1.5 STP的BPDU传递机制 ························································································· 1-8 

1.1.6 STP的时间参数 ································································································· 1-9 

1.2 RSTP简介 ··············································································································· 1-10 

1.2.1 RSTP的协议报文 ····························································································· 1-10 

1.2.2 RSTP的基本概念 ····························································································· 1-10 

1.2.3 RSTP的工作原理 ····························································································· 1-11 

1.2.4 RSTP中的BPDU处理 ························································································ 1-11 

1.3 PVST简介 ··············································································································· 1-12 

1.3.1 PVST的协议报文 ····························································································· 1-12 

1.3.2 PVST的工作原理 ····························································································· 1-12 

1.4 MSTP简介 ·············································································································· 1-13 

1.4.1 MSTP的优点··································································································· 1-13 

1.4.2 MSTP的协议报文 ····························································································· 1-13 

1.4.3 MSTP的基本概念 ····························································································· 1-14 

1.4.4 MSTP的工作原理 ····························································································· 1-18 

1.4.5 MSTP在设备上的实现 ······················································································· 1-18 

1.5 快速收敛机制 ··········································································································· 1-19 

1.5.1 边缘端口机制 ·································································································· 1-19 

1.5.2 根端口快速切换机制 ························································································· 1-19 

1.5.3 P/A机制 ········································································································· 1-20 

1.6 协议规范················································································································· 1-21 

2 配置生成树协议 ············································································································· 2-1 

2.1 生成树协议配置限制和指导 ··························································································· 2-1 

2.1.1 与其他功能之间的配置限制和指导 ········································································· 2-1 

2.1.2 接口相关配置限制和指导 ····················································································· 2-1 

2.2 生成树协议配置任务简介 ······························································································ 2-1 



ii 

2.2.1 STP配置任务简介 ······························································································ 2-1 

2.2.2 RSTP配置任务简介 ···························································································· 2-2 

2.2.3 PVST配置任务简介 ···························································································· 2-3 

2.2.4 MSTP配置任务简介 ···························································································· 2-4 

2.3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 ································································································· 2-6 

2.4 配置MST域 ··············································································································· 2-7 

2.5 配置根桥和备份根桥 ···································································································· 2-8 

2.5.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2-8 

2.5.2 配置根桥 ·········································································································· 2-8 

2.5.3 配置备份根桥 ···································································································· 2-8 

2.6 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 2-9 

2.7 配置MST域的 大跳数 ································································································ 2-9 

2.8 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 2-10 

2.9 配置生成树的时间参数 ······························································································· 2-10 

2.10 配置超时时间因子 ··································································································· 2-12 

2.11 配置端口发送BPDU的速率 ························································································ 2-12 

2.12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 ································································································ 2-13 

2.13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 2-13 

2.13.1 功能简介 ······································································································ 2-13 

2.13.2 配置缺省路径开销的计算标准 ··········································································· 2-13 

2.13.3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 2-15 

2.14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 2-15 

2.15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 ································································································ 2-16 

2.16 配置端口收发的MSTP报文格式 ·················································································· 2-17 

2.17 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 ················································································· 2-17 

2.18 开启生成树协议 ······································································································ 2-18 

2.18.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2-18 

2.18.2 开启生成树协议（STP/RSTP/MSTP模式） ·························································· 2-18 

2.18.3 开启生成树协议（PVST模式） ·········································································· 2-18 

2.19 执行mCheck操作 ···································································································· 2-19 

2.19.1 功能简介 ······································································································ 2-19 

2.19.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2-19 

2.19.3 全局执行mCheck操作 ····················································································· 2-19 

2.19.4 在端口上执行mCheck操作 ··············································································· 2-19 

2.20 关闭PVST的PVID不一致保护功能 ·············································································· 2-20 

2.21 配置摘要侦听功能 ··································································································· 2-20 



iii 

2.22 配置No Agreement Check功能 ·················································································· 2-21 

2.23 配置TC Snooping功能 ····························································································· 2-23 

2.24 配置生成树保护功能 ································································································ 2-24 

2.24.1 生成树保护功能配置任务简介 ··········································································· 2-24 

2.24.2 配置BPDU保护功能 ························································································ 2-25 

2.24.3 配置根保护功能 ····························································································· 2-25 

2.24.4 配置环路保护功能 ·························································································· 2-26 

2.24.5 配置端口角色限制功能 ···················································································· 2-27 

2.24.6 配置TC-BPDU传播限制功能 ············································································· 2-27 

2.24.7 配置防TC-BPDU攻击保护功能 ·········································································· 2-28 

2.24.8 配置BPDU拦截功能 ························································································ 2-28 

2.24.9 配置MSTP的PVST报文保护功能 ······································································· 2-29 

2.24.10 关闭Dispute保护功能 ···················································································· 2-29 

2.25 配置在PVST模式下设备检测或接收到TC报文时打印日志信息 ··········································· 2-31 

2.26 配置被BPDU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不再自动恢复 ····························································· 2-31 

2.27 配置生成树的网管功能 ····························································································· 2-32 

2.28 生成树显示和维护 ··································································································· 2-32 

2.29 生成树典型配置举例 ································································································ 2-33 

2.29.1 MSTP配置举例 ······························································································ 2-33 

2.29.2 PVST配置举例 ······························································································ 2-36 

 



 

1-1 

1 生成树协议概述 
生成树协议是一种二层管理协议，它通过选择性地阻塞网络中的冗余链路来消除二层环路，同时还

具备链路备份的功能。 初的生成树协议为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生成树协议），之后又

发展出 RSTP（Rapid Spanning Tree Protocol，快速生成树协议）、PVST（Per-VLAN Spanning Tree，
每 VLAN 生成树）和 MSTP（Multiple Spanning Tree Protocol，多生成树协议）。 

1.1  STP简介 

STP 由 IEEE 制定的 802.1D 标准定义，用于在局域网中消除数据链路层物理环路的协议。运行该

协议的设备通过彼此交互信息发现网络中的环路，并有选择的对某些端口进行阻塞， 终将环路网

络结构修剪成无环路的树型网络结构，从而防止报文在环路网络中不断增生和无限循环，避免设备

由于重复接收相同的报文造成的报文处理能力下降的问题发生。 

STP 包含了两个含义，狭义的 STP 是指 IEEE 802.1D 中定义的 STP 协议，广义的 STP 是指包括

IEEE 802.1D 定义的 STP 协议以及各种在它的基础上经过改进的生成树协议。 

1.1.1  STP的协议报文 

STP 采用的协议报文是 BPDU（Bridge Protocol Data Unit，网桥协议数据单元），也称为配置消息。

本文中将把生成树协议的协议报文均简称为 BPDU。 

STP 通过在设备之间传递 BPDU 来确定网络的拓扑结构。BPDU 中包含了足够的信息来保证设备完

成生成树的计算过程。STP 协议的 BPDU 分为以下两类： 

• 配置 BPDU（Configuration BPDU）：用来进行生成树计算和维护生成树拓扑的报文。 

• TCN BPDU（Topology Change Notification BPDU，拓扑变化通知 BPDU）：当拓扑结构发

生变化时，用来通知相关设备网络拓扑结构发生变化的报文。 

1. 配置BPDU 

网桥之间通过交互配置BPDU来进行根桥的选举以及端口角色的确定。配置BPDU的格式如 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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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配置 BPDU 格式 

 

 

配置 BPDU 中 BPDU 数据的信息包括： 

• 协议类型（Protocol ID）：固定为 0x0000，表示生成树协议。 

• 协议版本号（Protocol Version ID）：目前生成树有三个版本，STP 的协议版本号为 0x00. 

• BPDU 类型：配置 BPDU 类型为 0x00。 

• BPDU Flags 位：BPDU 标志位，表示是哪种 BPDU。由 8 位组成， 低位（0 位）为 TC
（Topology Change，拓扑改变）标志位； 高位（7 位）为 TCA（Topology Change 
Acknowledge，拓扑改变确认）标志位；其他 6 位保留。 

• 根桥（Root Bridge）ID：由根桥的优先级和 MAC 地址组成。 

• 根路径开销：到根桥的路径开销。 

• 指定桥 ID：由指定桥的优先级和 MAC 地址组成。 

• 指定端口 ID：由指定端口的优先级和该端口的全局编号组成。 

• Message Age：BPDU 在网络中传播的生存期。 

• Max Age：BPDU 在设备中的 大生存期。 

• Hello Time：BPDU 的发送周期。 

• Forward Delay：端口状态迁移的延迟时间。 

其中通过根桥 ID、路径开销、指定桥 ID、指定端口 ID、Message Age、Max Age、Hello Time 和

Forward Delay 信息来保证设备完成生成树的计算过程。 

2. TCN BPDU 

如 图 1-2 所示，TCN BPDU和配置BPDU在结构上基本相同，也是由源/目的MAC地址、L/T位、逻

辑链路头和BPDU数据组成。但是TCN BPDU的BPDU数据组成非常简单，只包含三部分信息：协

议类型、协议版本号和BPDU类型。协议类型和协议版本号字段和配置BPDU相同，BPDU类型字段

的值为 0x80，表示该BPDU为TCN B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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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TCN BPDU 格式 

 
 

TCN BPDU 有两个产生条件： 

• 网桥上有端口转变为 Forwarding 状态，且该网桥至少包含一个指定端口。 

• 网桥上有端口从 Forwarding 状态或 Learning 状态转变为 Blocking 状态。 

当上述两个条件之一满足时，说明网络拓扑发生了变化，网桥需要使用 TCN BPDU 通知根桥。根

桥可以通过将配置 BPDU 中对应标志位置位来通知所有网桥网络拓扑发生了变化，需要使用较短的

MAC 地址老化时间，保证拓扑的快速收敛。 

1.1.2  STP的基本概念 

1. 根桥 

树形的网络结构必须有树根，于是 STP 引入了根桥的概念。根桥在全网中有且只有一个，其他设备

则称为叶子节点。根桥会根据网络拓扑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根桥并不是固定的。 

在网络初始化过程中，所有设备都视自己为根桥，生成各自的配置 BPDU 并周期性地向外发送；但

当网络拓扑稳定以后，只有根桥设备才会向外发送配置 BPDU，其他设备则对其进行转发。 

2. 根端口 

所谓根端口，是指非根桥设备上离根桥 近的端口。根端口负责与根桥进行通信。非根桥设备上有

且只有一个根端口，根桥上没有根端口。 

3. 指定桥与指定端口 

有关指定桥与指定端口的含义，请参见 表 1-1 的说明。 

表1-1 指定桥与指定端口的含义 

分类 指定桥 指定端口 

对于一台设备而言 与本机直接相连并且负责向本机转发

BPDU的设备 指定桥向本机转发BPDU的端口 

对于一个局域网而言 负责向本网段转发BPDU的设备 指定桥向本网段转发BPDU的端口 

 

如 图 1-3 所示，Device B和Device C与LAN直接相连。如果Device A通过Port A1 向Device B转发

BPDU，则Device B的指定桥就是Device A，指定端口就是Device A上的Port A1；如果Device B负
责向LAN转发BPDU，则LAN的指定桥就是Device B，指定端口就是Device B上的Port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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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指定桥与指定端口示意图 

 

 

4. 端口状态 

STP的端口有 5 种工作状态。如 表 1-2 所示。 

表1-2 STP 的端口状态 

状态 描述 

Disabled 该状态下的端口没有激活，不参与STP的任何动作，不转发用户流量 

Listening 该状态下的端口可以接收和发送BPDU，但不转发用户流量 

Learning 该状态下建立无环的转发表，不转发用户流量 

Forwarding 该状态下的端口可以接收和发送BPDU，也转发用户流量 

Blocking 该状态下的端口可以接收BPDU，但不转发用户流量 

 

5. 路径开销 

路径开销是 STP 协议用于选择链路的参考值。STP 协议通过计算路径开销，选择较为“强壮”的

链路，阻塞多余的链路，将网络修剪成无环路的树型网络结构。 

1.1.3  STP的拓扑计算过程 

STP 的拓扑计算过程如下：设备通过比较不同端口收到的 BPDU 报文的优先级高低，选举出根桥、

根端口、指定端口，完成生成树的计算，建立对应的树形拓扑。 

1. 初始状态 

各设备的各端口在初始时会生成以本设备为根桥的 BPDU，根路径开销为 0，指定桥 ID 为自身设备

ID，指定端口为本端口。 

2. 选择根桥 

网络初始化时，需要在网络中所有的 STP 设备中选择一个根桥，根桥的选择方式有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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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选举：网络初始化时，网络中所有的 STP 设备都认为自己是“根桥”，根桥 ID 为自身的

设备 ID。通过交换 BPDU，设备之间比较根桥 ID，网络中根桥 ID 小的设备被选为根桥。 

• 手工指定：用户手工将设备配置为指定生成树的根桥或备份根桥。 

 在一棵生成树中，生效的根桥只有一个，当两台或两台以上的设备被指定为同一棵生成树

的根桥时，系统将选择 MAC 地址 小的设备作为根桥。 

 用户可以在每棵生成树中指定一个或多个备份根桥。当根桥出现故障或被关机时，如果配

置了一个备份根桥，则该备份根桥可以取代根桥成为指定生成树的根桥；如果配置了多个

备份根桥，则 MAC 地址 小的备份根桥将成为指定生成树的根桥。但此时若配置了新的

根桥，则备份根桥将不会成为根桥。 

3. 选择根端口和指定端口 

根端口和指定端口的选择过程如 表 1-3 所示。 

表1-3 根端口和指定端口的选择过程 

步骤 内容 

1 非根桥设备将接收 优BPDU（ 优BPDU的选择过程如表1-4所示）的那个端口定为根端口 

2 

设备根据根端口的BPDU和根端口的路径开销，为每个端口计算一个指定端口BPDU： 

• 根桥 ID 替换为根端口的 BPDU 的根桥 ID； 

• 根路径开销替换为根端口 BPDU 的根路径开销加上根端口对应的路径开销； 

• 指定桥 ID 替换为自身设备的 ID； 

• 指定端口 ID 替换为自身端口 ID。 

3 

设备将计算出的BPDU与角色待定端口自己的BPDU进行比较： 

• 如果计算出的 BPDU 更优，则该端口被确定为指定端口，其 BPDU 也被计算出的 BPDU 替换，并

周期性地向外发送； 

• 如果该端口自己的 BPDU 更优，则不更新该端口的 BPDU 并将该端口阻塞。该端口将不再转发数

据，且只接收不发送 BPDU。 

 

 

当拓扑处于稳定状态时，只有根端口和指定端口在转发用户流量。其他端口都处于阻塞状态，只接

收 STP 协议报文而不转发用户流量。 

 

表1-4 优 BPDU 的选择过程 

步骤 内容 

1 

每个端口将收到的BPDU与自己的BPDU进行比较： 

• 如果收到的 BPDU 优先级较低，则将其直接丢弃，对自己的 BPDU 不进行任何处理； 

• 如果收到的 BPDU 优先级较高，则用该 BPDU 的内容将自己 BPDU 的内容替换掉。 

2 设备将所有端口的BPDU进行比较，选出 优的B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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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DU 优先级的比较规则如下： 

根桥 ID 较小的 BPDU 优先级较高； 

若根桥 ID 相同，则比较根路径开销：将 BPDU 中的根路径开销与本端口对应的路径开销相加，二

者之和较小的 BPDU 优先级较高； 

若根路径开销也相同，则依次比较指定桥 ID、指定端口 ID、接收该 BPDU 的端口 ID 等，上述值较

小的 BPDU 优先级较高。 

 

一旦根桥、根端口和指定端口选举成功，整个树形拓扑就建立完毕了。 

1.1.4  STP算法实现举例 

下面结合例子说明 STP 算法实现的具体过程。 

图1-4 STP 算法实现过程组网图 

 
 

如 图 1-4 所示，Device A、Device B和Device C的优先级分别为 0、1 和 2，Device A与Device B
之间、Device A与Device C之间以及Device B与Device C之间链路的路径开销分别为 5、10 和 4。 

1. 各设备的初始状态 

各设备的初始状态如 表 1-5 所示。 

表1-5 各设备的初始状态 

设备 端口名称 端口的 BPDU 

Device A 
Port A1 {0，0，0，Port A1} 

Port A2 {0，0，0，Port A2} 

Device B 
Port B1 {1，0，1，Port B1} 

Port B2 {1，0，1，Port B2} 

Device C Port C1 {2，0，2，Port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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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端口名称 端口的 BPDU 

Port C2 {2，0，2，Port C2} 

 

 

表 1-5 中BPDU各项的具体含义为：{根桥ID，根路径开销，指定桥ID，指定端口ID}。 

 

2. 各设备的比较过程及结果 

各设备的比较过程及结果如 表 1-6 所示。 

表1-6 各设备的比较过程及结果 

设备 比较过程 比较后端口的 BPDU 

Device A 

• Port A1 收到 Port B1 的 BPDU {1，0，1，Port B1}，发现自己的

BPDU {0，0，0，Port A1}更优，于是将其丢弃。 

• Port A2 收到 Port C1 的 BPDU {2，0，2，Port C1}，发现自己的

BPDU {0，0，0，Port A2}更优，于是将其丢弃。 

• Device A 发现自己各端口的 BPDU 中的根桥和指定桥都是自己，于是

认为自己就是根桥，各端口的 BPDU 都不作任何修改，此后便周期性

地向外发送 BPDU。 

• Port A1： 

{0，0，0，Port A1} 

• Port A2： 

{0，0，0，Port A2} 

Device B 

• Port B1 收到 Port A1 的 BPDU {0，0，0，Port A1}，发现其比自己的

BPDU {1，0，1，Port B1}更优，于是更新自己的 BPDU。 

• Port B2 收到 Port C2 的 BPDU {2，0，2，Port C2}，发现自己的

BPDU {1，0，1，Port B2}更优，于是将其丢弃。 

• Port B1： 

{0，0，0，Port A1} 

• Port B2： 

{1，0，1，Port B2} 

• Device B 比较自己各端口的 BPDU，发现 Port B1 的 BPDU 优，于

是该端口被确定为根端口，其 BPDU 不变。 

• Device B 根据根端口的 BPDU 和路径开销，为 Port B2 计算出指定端

口的 BPDU {0，5，1，Port B2}，然后与 Port B2 本身的 BPDU {1，
0，1，Port B2}进行比较，发现计算出的 BPDU 更优，于是 Port B2
被确定为指定端口，其BPDU也被替换为计算出的BPDU，并周期性

地向外发送。 

• 根端口 Port B1：

{0，0，0，Port A1} 

• 指定端口 Port 
B2： 

{0，5，1，Port B2} 

Device C 

• Port C1 收到 Port A2 的 BPDU {0，0，0，Port A2}，发现其比自己的

BPDU {2，0，2，Port C1}更优，于是更新自己的 BPDU。 

• Port C2 收到 Port B2 更新前的 BPDU {1，0，1，Port B2}，发现其比

自己的 BPDU {2，0，2，Port C2}更优，于是更新自己的 BPDU。 

• Port C1： 

{0，0，0，Port A2} 

• Port C2： 

{1，0，1，Port B2} 

• Device C比较自己各端口的 BPDU，发现 Port C1的 BPDU 优，于

是该端口被确定为根端口，其 BPDU 不变。 

• Device C根据根端口的BPDU和路径开销，为Port C2计算出指定端

口的BPDU {0，10，2，Port C2}，然后与Port C2本身的BPDU {1，
0，1，Port B2}进行比较，发现计算出的 BPDU 更优，于是 Port C2
被确定为指定端口，其 BPDU 也被替换为计算出的 BPDU。 

• 根端口 Port C1：

{0，0，0，Port A2} 

• 指定端口 Port 
C2： 

{0，10，2，Port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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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比较过程 比较后端口的 BPDU 

• Port C2 收到 Port B2 更新后的 BPDU {0，5，1，Port B2}，发现其比

自己的 BPDU {0，10，2，Port C2}更优，于是更新自己的 BPDU。 

• Port C1 收到 Port A2 周期性发来的 BPDU {0，0，0，Port A2}，发现

其与自己的 BPDU 一样，于是将其丢弃。 

• Port C1： 

{0，0，0，Port A2} 

• Port C2： 

{0，5，1，Port B2} 

• Device C 比较 Port C1 的根路径开销 10（收到的 BPDU 中的根路径

开销 0＋本端口所在链路的路径开销 10）与 Port C2 的根路径开销 9
（收到的 BPDU 中的根路径开销 5＋本端口所在链路的路径开销 4），
发现后者更小，因此 Port C2 的 BPDU 更优，于是 Port C2 被确定为

根端口，其 BPDU 不变。 

• Device C根据根端口的BPDU和路径开销，为Port C1计算出指定端

口的 BPDU {0，9，2，Port C1}，然后与 Port C1 本身的 BPDU {0，
0，0，Port A2}进行比较，发现本身的 BPDU 更优，于是 Port C1 被

阻塞，其 BPDU 不变。从此，Port C1 不再转发数据，直至有触发生

成树计算的新情况出现，譬如Device B与Device C之间的链路down
掉。 

• 阻塞端口 Port 
C1： 

{0，0，0，Port A2} 

• 根端口 Port C2：

{0，5，1，Port B2} 

 

3. 计算出的生成树 

经过上述比较过程之后，以Device A为根桥的生成树就确定下来了，其拓扑如 图 1-5 所示。 

图1-5 计算后得到的拓扑 

 
 

 

为了便于描述，本例简化了生成树的计算过程，实际的过程要更加复杂。 

 

1.1.5  STP的BPDU传递机制 

STP 的 BPDU 传递机制如下： 

• 当网络初始化时，所有的设备都将自己作为根桥，生成以自己为根的 BPDU，并以 Hello Time
为周期定时向外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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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到 BPDU 的端口如果是根端口，且接收的 BPDU 比该端口的 BPDU 优，则设备将 BPDU
中携带的 Message Age 按照一定的原则递增，并启动定时器为这条 BPDU 计时，同时将此

BPDU 从设备的指定端口转发出去。 

• 如果指定端口收到的 BPDU 比本端口的 BPDU 优先级低时，会立刻发出自己的更好的 BPDU
进行回应。 

• 如果某条路径发生故障，则这条路径上的根端口不会再收到新的 BPDU，旧的 BPDU 将会因

为超时而被丢弃，设备重新生成以自己为根的 BPDU 并向外发送，从而引发生成树的重新计

算，得到一条新的通路替代发生故障的链路，恢复网络连通性。 

不过，重新计算得到的新 BPDU 不会立刻就传遍整个网络，因此旧的根端口和指定端口由于没有发

现网络拓扑变化，将仍按原来的路径继续转发数据。如果新选出的根端口和指定端口立刻就开始数

据转发的话，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环路。 

1.1.6  STP的时间参数 

在 STP 的计算过程中，用到了以下三个重要的时间参数： 

• Forward Delay：用于确定状态迁移的延迟时间。缺省情况下 Forward Delay 时间为 15 秒。

链路故障会引发网络重新进行生成树的计算，生成树的结构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过重新计

算得到的新 BPDU 无法立刻传遍整个网络，如果新选出的根端口和指定端口立刻就开始数据

转发的话，可能会造成暂时性的环路。为此，生成树协议在端口由 Blocking 状态向 Forwarding
状态迁移的过程中设置了 Listening 和 Learning 状态作为过渡（Listening 和 Learning 状态都

会持续 Forward Delay 时间），并规定状态迁移需要等待 Forward Delay 时间，以保持与远端

的设备状态切换同步。新选出的根端口和指定端口要经过 2 倍的 Forward Delay 延时后才能

进入转发状态，这个延时保证了新的 BPDU 已经传遍整个网络。 

• Hello Time：用于设备检测链路是否存在故障。缺省情况下 Hello Time 为 2 秒。生成树协议每

隔 Hello Time 时间会发送 BPDU，以确认链路是否存在故障。如果设备在超时时间（超时时

间＝超时时间因子×3×Hello Time）内没有收到 BPDU，则会由于消息超时而重新计算生成

树。 

• Max Age：用于判断 BPDU 在设备内的保存时间是否“过时”，设备会将过时的 BPDU 丢弃。

缺省情况下 Max Age 时间为 20 秒。在 MSTP 的 CIST 上，设备根据 Max Age 时间来确定端

口收到的 BPDU是否超时。如果端口收到的 BPDU超时，则需要对该 MSTI重新计算。Max Age
时间对 MSTP 的 MSTI 无效。 

STP 每隔一个 Hello Time 发送一个 BPDU，并且引入 Keepalive 机制。Hello 包的发送可以避免

大失效定时器溢出。如果 大失效定时器溢出，通常表明有连接错误发生。此时，STP 会进入

Listening 状态。STP 要从连接错误中恢复过来，一般需要 50 秒的时间。其中 BPDU 长的失效时

间 20 秒；Listening 状态持续 15 秒；Learning 状态持续 15 秒。 

为保证网络拓扑的快速收敛，需要配置合适的时间参数。上述三个时间参数之间应满足以下关系，

否则会引起网络的频繁震荡： 

• 2×（Forward Delay－1 秒）≥Max Age 

• Max Age≥2×（Hello Time＋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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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STP简介 

RSTP 由 IEEE 制定的 802.1w 标准定义，它在 STP 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实现了网络拓扑的快速收

敛。其“快速”体现在，当一个端口被选为根端口和指定端口后，其进入转发状态的延时将大大缩

短，从而缩短了网络 终达到拓扑稳定所需要的时间。 

1.2.1  RSTP的协议报文 

RSTP 也是通过在设备之间传递 BPDU 来确定网络的拓扑结构。RSTP 的 BPDU 格式和 STP 的配

置 BPDU 格式非常相似，仅在以下几个信息有所不同： 

• BPDU 类型变为 0x02，表示为 RSTP 的 BPDU。 

• BPDU 协议版本号为 0x02，表示为 RSTP 协议。 

• Flags 位字段使用了全 8 位。 

• RSTP在BPDU报文的 后增加了Version1 Length字段。该字段的值为0x00，表示本BPDU
中不包含 Version 1 内容。 

在拓扑改变时，RSTP 的拓扑改变处理过程不再使用 TCN BPDU，而使用 Flags 位中 TC 置位的

RST BPDU 取代 TCN BPDU，并通过泛洪方式快速的通知到整个网络。 

1.2.2  RSTP的基本概念 

1. 端口角色 

RSTP 中根端口和指定端口角色的定义和 STP 相同。与 STP 相比，RSTP 增加了三种端口角色替

换端口（Alternate Port）、备份端口（Backup Port）和边缘端口（Edge Port）。 

• 替换端口为网桥提供一条到达根桥的备用路径，当根端口或主端口被阻塞后，替换端口将成

为新的根端口或主端口。 

• 备份端口为网桥提供了到达同一个物理网段的冗余路径，当指定端口失效后，备份端口将转

换为新的指定端口。当开启了生成树协议的同一台设备上的两个端口互相连接而形成环路时，

设备会将其中一个端口阻塞，该端口就是备份端口。 

• 边缘端口是不与其他设备或网段连接的端口，边缘端口一般与用户终端设备直接相连。 

2. 端口状态 

RSTP将端口状态缩减为三个，分别为Discarding、Learning和Forwarding状态。STP中的Disabled、
Blocking和Listening状态在RSTP中都对应为Discarding状态，如 表 1-7 所示。 

表1-7 RSTP 的端口状态 

STP 端口状态 RSTP 端口状态 是否发送 BPDU 是否进行 MAC 地址学习 是否收发用户流量

Disabled Discarding 否 否 否 

Blocking Discarding 否 否 否 

Listening Discarding 是 否 否 

Learning Learning 是 是 否 

Forwarding Forwarding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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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RSTP的工作原理 

进行RSTP计算时，端口会在Discarding状态完成角色的确定，当端口确定为根端口和指定端口后，

经过 Forward Delay 端口会进入 Learning 状态；当端口确定为替换端口，端口会维持在 Discarding
状态。 

处于 Learning 状态的端口其处理方式和 STP 相同，开始学习 MAC 地址并在 Forward Delay 后进

入 Forwarding 状态开始收发用户流量。 

在 RSTP 中，根端口的端口状态快速迁移的条件是：本设备上旧的根端口已经停止转发数据，而且

上游指定端口已经开始转发数据。 

在 RSTP 中，指定端口的端口状态快速迁移的条件是：指定端口是边缘端口（即该端口直接与用户

终端相连，而没有连接到其他设备或共享网段上）或者指定端口与点对点链路（即两台设备直接相

连的链路）相连。如果指定端口是边缘端口，则指定端口可以直接进入转发状态；如果指定端口连

接着点对点链路，则设备可以通过与下游设备握手，得到响应后即刻进入转发状态。 

1.2.4  RSTP中的BPDU处理 

相比于 STP，RSTP 对 BPDU 的发送方式做了改进，RSTP 中网桥可以自行从指定端口发送 RST 
BPDU，不需要等待来自根桥的 RST BPDU，BPDU 的发送周期为 Hello Time。 

由于 RSTP 中网桥可以自行从指定端口发送 RST BPDU，所以在网桥之间可以提供一种保活机制，

即在一定时间内网桥没有收到对端网桥发送的 RST BPDU，即可认为和对端网桥的连接中断。 

RSTP 规定，若在三个连续的 Hello Time 时间内网桥没有收到对端指定桥发送的 RST BPDU，则网

桥端口保存的 RST BPDU 老化，认为与对端网桥连接中断。新的老化机制大大加快了拓扑变化的

感知，从而可以实现快速收敛。 

在 RSTP 中，如果阻塞状态的端口收到低优先级的 RST BPDU，也可以立即对其做出回应。 

如 图 1-6，网络中Device A为根桥，Device C阻塞和Device B相连的端口。当Device B和根桥之间

的链路中断时，Device B会发送以自己为根桥的RST BPDU。Device C收到Device B发送的RST 
BPDU后，经过比较，Device B的值RST BPDU为低优先级的RST BPDU，所以Device C的端口会

立即对该RST BPDU做出回应，发送优先级更高的RST BPDU。Device B收到Device C发送的RST 
BPDU后，将会停止发送RST BPDU，并将和Device C连接的端口确定为根端口。 

图1-6 RSTP 对低优先级 RST BPDU 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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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VST简介 

STP 和 RSTP 在局域网内的所有网桥都共享一棵生成树，不能按 VLAN 阻塞冗余链路，所有 VLAN
的报文都沿着一棵生成树进行转发。而 PVST 则可以在每个 VLAN 内都拥有一棵生成树，能够有效

地提高链路带宽的利用率。PVST 可以简单理解为在每个 VLAN 上运行一个 RSTP 协议，不同 VLAN
之间的生成树完全独立。 

运行 PVST 的设备可以与运行 Rapid PVST 或 PVST 的第三方设备互通。当运行 PVST 的设备之间

互联，或运行 PVST 的设备与运行 Rapid PVST 的第三方设备互通时，本系列设备支持像 RSTP 一

样的快速收敛。 

1.3.1  PVST的协议报文 

如 图 1-7，从报文结构对上看，PVST的BPDU和RSTP的BPDU不同在于以下几点： 

• 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改变，变为私有 MAC 地址 01-00-0c-cc-cc-cd。 

• 报文携带 VLAN 标签，确定该协议报文归属的 VLAN。 

• 报文配置消息固定链路头字段添加 Organization code 和 PID 字段。 

图1-7 PVST 报文格式 

 

 

根据端口类型的不同，PVST 所发送的 BPDU 格式也有所差别： 

• 对于 Access 端口，PVST 将根据该 VLAN 的状态发送 RSTP 格式的 BPDU。 

• 对于 Trunk 端口和 Hybrid 端口，PVST 将在缺省 VLAN 内根据该 VLAN 的状态发送 RSTP 格

式的 BPDU，而对于其他本端口允许通过的 VLAN，则发送 PVST 格式的 BPDU。 

1.3.2  PVST的工作原理 

PVST 借助 MSTP 的实例和 VLAN 映射关系模型，将 MSTP 每个实例映射一个 VLAN。PVST 中每

个 VLAN 独立运行 RSTP，独立运算，并允许以每个 VLAN 为基础开启或关闭生成树。每个 VLAN
内的生成树实例都有单独的网络拓扑结构，相互之间没有影响。这样既可以消除了 VLAN 内的冗余

环路，还可以实现不同 VLAN 间负载分担。 

PVST 在缺省 VLAN 上通过 RSTP 报文进行拓扑运算；在其他 VLAN 上通过带 VLAN Tag 的 PVST
报文进行拓扑运算。 

PVST的端口角色和端口状态和RSTP相同，能够实现快速收敛，请参见“1.2.2  RSTP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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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STP简介 

1.4.1  MSTP的优点 

MSTP 由 IEEE 制定的 802.1s 标准定义，相比于 STP、RSTP 和 PVST MSTP 的优点如下： 

• MSTP 把一个交换网络划分成多个域，每个域内形成多棵生成树，生成树之间彼此独立。生

成树间独立计算，实现快速收敛。 

• MSTP 通过设置 VLAN 与生成树的对应关系表（即 VLAN 映射表），将 VLAN 与生成树联系起

来。并通过“实例”的概念，将多个 VLAN 捆绑到一个实例中，从而达到了节省通信开销和

降低资源占用率的目的。 

• MSTP 将环路网络修剪成为一个无环的树型网络，避免报文在环路网络中的增生和无限循环，

同时还提供了数据转发的多个冗余路径，不同 VLAN 的流量沿各自的路径转发，实现 VLAN
数据的负载分担。 

• MSTP 兼容 STP 和 RSTP，部分兼容 PVST。 

1.4.2  MSTP的协议报文 

如 图 1-8，MST BPDU和RST BPDU的前 36 个字节格式是相同的，其中BPDU协议版本号为 0x03，
表示MSTP协议，BPDU类型为 0x02，表示为RST/MST BPDU。 

图1-8 MSTP 的 BPDU 格式 

 

 

RST BPDU 中的 Root ID 字段在 MSTP 中表示 CIST（Common and Internal Spanning Tree，公共

和内部生成树）总根 ID，Root Path Cost 字段在 MSTP 中表示 CIST 外部路径开销（External Path 
Cost，EPC），Bridge ID 字段在 MSTP 中表示 CIST 域根 ID，Port ID 字段在 MSTP 中表示 CIST
指定端口 ID。 

从第 37 字节开始是 MSTP 的专有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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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ion3 Length：表示 MSTP 专有字段长度，该字段用于接收到 BPDU 后进行校验。 

• MST 配置标识（Configuration ID）：包含格式选择符（Format Selector）、域名（Configuration 
Name）、修订级别（Revision Level）和配置摘要（Configuration Digest）四个字段。其中

格式选择符字段固定为 0x00，其余三个字段用来判断网桥是否属于某 MST 域。 

• CIST 内部路径开销（Internal Root Path Cost，IRPC）：表示发送此 BPDU 的网桥到达 CIST
域根的路径开销。 

• CIST Bridge ID：表示发送此 BPDU 的网桥 ID。 

• CIST 剩余跳数：用来限制 MST 域的规模。从 CIST 域根开始，BPDU 每经过一个网桥的转发，

跳数就被减 1；网桥将丢弃收到的跳数为 0 的 BPDU，使出于 大跳数外的网桥无法参与生成

树的计算，从而限制了 MST 域的规模。CIST 剩余跳数默认值为 20。 

• MSTI Configuration Messages：包含 0个或 多 64个 MSTI（Multiple Spanning Tree Instance，
多生成树实例）配置信息，MSTI 配置信息数量由域内 MST 实例数决定，每一个 MSTI 配置

信息长度为 16 字节。 

1.4.3  MSTP的基本概念 

图1-9 MSTP 的基本概念示意图 

 

 

MST region 1

MST region 2 MST region 3

MST region 4

VLAN 1  MSTI 1
VLAN 2  MSTI 2

 Other VLANs  MSTI 0

VLAN 1  MSTI 1
VLAN 2  MSTI 2

 Other VLANs  MSTI 0

VLAN 1  MSTI 1
VLAN 2  MSTI 2

 Other VLANs  MSTI 0

VLAN 1  MSTI 1
VLAN 2&3  MSTI 2

 Other VLANs  MSTI 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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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MST 域 3 详图 

 

 

在如图1-9所示的交换网络中有四个MST域，每个MST域都由四台设备构成，所有设备都运行MSTP；
为了看清MST域内的情形，我们以MST域 3 为例放大来看，如 图 1-10 所示。下面就结合这两张图

来介绍一些MSTP中的基本概念： 

1. MST域 

MST 域（Multiple Spanning Tree Regions，多生成树域）是由交换网络中的多台设备以及它们之

间的网段所构成。这些设备具有下列特点： 

• 都开启了生成树协议。 

• 域名相同。 

• VLAN 与 MSTI 间映射关系的配置相同。 

• MSTP 修订级别的配置相同。 

• 这些设备之间有物理链路连通。 

一个交换网络中可以存在多个MST域，用户可以通过配置将多台设备划分在一个MST域内。如在 图

1-9 所示的网络中就有MST域 1～MST域 4 这四个MST域，每个域内的所有设备都具有相同的MST
域配置。 

2. MSTI 

一个MST域内可以通过MSTP生成多棵生成树，各生成树之间彼此独立并分别与相应的VLAN对应，

每棵生成树都称为一个MSTI（Multiple Spanning Tree Instance，多生成树实例）。如在图 1-10 所

示的MST域 3 中，包含有三个MSTI：MSTI 1、MSTI 2 和MSTI 0。 

3. VLAN映射表 

VLAN映射表是MST域的一个属性，用来描述VLAN与MSTI间的映射关系。如 图 1-10 中MST域 3
的VLAN映射表就是：VLAN 1 映射到MSTI 1，VLAN 2 和VLAN 3 映射到MSTI 2，其余VLAN映射

到MSTI 0。MSTP就是根据VLAN映射表来实现负载分担的。 

To
 M

ST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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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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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ST 

CST（Common Spanning Tree，公共生成树）是一棵连接交换网络中所有MST域的单生成树。如

果把每个MST域都看作一台“设备”，CST就是这些“设备”通过STP协议、RSTP协议计算生成的

一棵生成树。如 图 1-9 中的蓝色线条描绘的就是CST。 

5. IST 

IST（Internal Spanning Tree，内部生成树）是MST域内的一棵生成树，它是一个特殊的MSTI，通

常也称为MSTI 0，所有VLAN缺省都映射到MSTI 0上。如图1-10中的MSTI 0就是MST域3内的IST。 

6. CIST 

CIST（Common and Internal Spanning Tree，公共和内部生成树）是一棵连接交换网络内所有设

备的单生成树，所有MST域的IST再加上CST就共同构成了整个交换网络的一棵完整的单生成树，

即CIST。如 图 1-9 中各MST域内的IST（即MSTI 0）再加上MST域间的CST就构成了整个网络的

CIST。 

7. 域根 

域根（Regional Root）就是MST域内IST或MSTI的根桥。MST域内各生成树的拓扑不同，域根也

可能不同。如在图 1-10 所示的MST域 3 中，MSTI 1 的域根为Device B，MSTI 2 的域根为Device C，

而MSTI 0（即IST）的域根则为Device A。 

8. 总根 

总根（Common Root Bridge）就是CIST的根桥。如 图 1-9 中CIST的总根就是MST域 1 中的某台

设备。 

9. 端口角色 

端口在不同的MSTI中可以担任不同的角色。如 图 1-11 所示，在由Device A、Device B、Device C
和Device D共同构成的MST域中，Device A的端口Port A1 和Port A2 连向总根方向，Device B的端

口Port B2 和Port B3 相连而构成环路，Device C的端口Port C3 和Port C4 连向其他MST域，Device 
D的端口Port D3 直接连接用户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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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端口角色示意图 

 

 

如 图 1-11 所示，MSTP计算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端口角色有以下几种： 

• 根端口（Root Port）：在非根桥上负责向根桥方向转发数据的端口就称为根端口，根桥上没有

根端口。 

• 指定端口（Designated Port）：负责向下游网段或设备转发数据的端口就称为指定端口。 

• 替换端口（Alternate Port）：是根端口和主端口的备份端口。当根端口或主端口被阻塞后，

替换端口将成为新的根端口或主端口。 

• 备份端口（Backup Port）：是指定端口的备份端口。当指定端口失效后，备份端口将转换为新

的指定端口。当开启了生成树协议的同一台设备上的两个端口互相连接而形成环路时，设备

会将其中一个端口阻塞，该端口就是备份端口。 

• 边缘端口（Edge Port）：不与其他设备或网段连接的端口就称为边缘端口，边缘端口一般与用

户终端设备直接相连。 

• 主端口（Master Port）：是将 MST 域连接到总根的端口（主端口不一定在域根上），位于整

个域到总根的 短路径上。主端口是 MST 域中的报文去往总根的必经之路。主端口在

IST/CIST 上的角色是根端口，而在其他 MSTI 上的角色则是主端口。 

• 域边界端口（Boundary Port）：是位于 MST 域的边缘、并连接其他 MST 域或 MST 域与运

行 STP/RSTP 的区域的端口。主端口同时也是域边界端口。在进行 MSTP 计算时，域边界端

口在 MSTI 上的角色与 CIST 的角色一致，但主端口除外——主端口在 CIST 上的角色为根端

口，在其他 MSTI 上的角色才是主端口。 

10. 端口状态 

MSTP中的端口状态可分为三种，如 表 1-8 所示。同一端口在不同的MSTI中的端口状态可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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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MSTP 的端口状态 

状态 描述 

Forwarding 该状态下的端口可以接收和发送BPDU，也转发用户流量 

Learning 是一种过渡状态，该状态下的端口可以接收和发送BPDU，但不转发用户流量 

Discarding 该状态下的端口可以接收和发送BPDU，但不转发用户流量 

 

端口状态和端口角色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表 1-9 给出了各种端口角色能够具有的端口状态（“√”表

示此端口角色能够具有此端口状态；“-”表示此端口角色不能具有此端口状态）。 

表1-9 各种端口角色具有的端口状态 

端口角色（右） 

端口状态（下） 
根端口/主端口 指定端口 替换端口 备份端口 

Forwarding √ √ - - 

Learning √ √ - - 

Discarding √ √ √ √ 

 

1.4.4  MSTP的工作原理 

MSTP 将整个二层网络划分为多个 MST 域，各域之间通过计算生成 CST；域内则通过计算生成多

棵生成树，每棵生成树都被称为是一个 MSTI，其中的 MSTI 0 也称为 IST。MSTP 同 STP 一样，

使用 BPDU 进行生成树的计算，只是 BPDU 中携带的是设备上 MSTP 的配置信息。 

1. CIST生成树的计算 

通过比较 BPDU 后，在整个网络中选择一个优先级 高的设备作为 CIST 的根桥。在每个 MST 域

内 MSTP 通过计算生成 IST；同时 MSTP 将每个 MST 域作为单台设备对待，通过计算在域间生成

CST。CST 和 IST 构成了整个网络的 CIST。 

2. MSTI的计算 

在MST域内，MSTP根据VLAN与MSTI的映射关系，针对不同的VLAN生成不同的MSTI。每棵生成

树独立进行计算，计算过程与STP计算生成树的过程类似，请参见“1.1.3  STP的拓扑计算过程”。 

MSTP 中，一个 VLAN 报文将沿着如下路径进行转发： 

• 在 MST 域内，沿着其对应的 MSTI 转发； 

• 在 MST 域间，沿着 CST 转发。 

1.4.5  MSTP在设备上的实现 

MSTP 同时兼容 STP 和 RSTP。STP 和 RSTP 的协议报文都可以被运行 MSTP 协议的设备识别并

应用于生成树计算。设备除了提供 MSTP 的基本功能外，还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提供了如下便于管

理的特殊功能： 

• 根桥保持。 

• 根桥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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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保护功能。 

• BPDU 保护功能。 

• 环路保护功能。 

• 防 TC-BPDU 攻击保护功能。 

• 端口角色限制功能。 

• TC-BPDU 传播限制功能。 

1.5  快速收敛机制 

在 STP 中，为避免临时环路，端口从开启到进入转发状态需要等待默认 30 秒的时间，如果想要缩

短这个时间，只能手工方式将 Forward Delay 设置为较小值。但是 Forward Delay 是由 Hello Time
和网络直径共同决定的一个参数，如果将 Forward Delay 设置太小，可能会导致临时环路的产生，

影响网络的稳定性。 

目前，RSTP/PVST/MSTP 都支持快速收敛机制。快速收敛机制包括边缘端口机制、根端口快速切

换机制、指定端口快速切换机制。其中指定端口快速切换机制也称为 P/A（Proposal/Agreement，
请求/回应）机制。 

1.5.1  边缘端口机制 

当端口直接与用户终端相连，而没有连接到其他网桥或局域网网段上时，该端口即为边缘端口。 

边缘端口连接的是终端，当网络拓扑变化时，边缘端口不会产生临时环路，所以边缘端口可以略过

两个 Forward Delay 的时间，直接进入 Forwarding 状态，无需任何延时。 

由于网桥无法自动判断端口是否直接与终端相连，所以用户需要手工将与端口连接的端口配置为边

缘端口。 

图1-12 边缘端口示意图 

 
 

1.5.2  根端口快速切换机制 

当旧的根端口进入阻塞状态，网桥会选择优先级 高的替换端口作为新的根端口，如果当前新根端

口连接的对端网桥的指定端口处于 Forwarding 状态，则新根端口可以立刻进入 Forwarding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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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根端口快速切换示意图 

 
 

如 图 1-13，Device C有两个端口，一个为根端口另一个为替换端口，当根端口链路中断时，替换

端口会立刻成为新的根端口并进入Forwarding状态，期间不需要延时。 

1.5.3  P/A机制 

P/A 机制是指指定端口可以通过与对端网桥进行一次握手，即可快速进入转发状态，期间不需要任

何定时器。P/A 机制的前提条件是：握手必须在点到点链路上进行。有点到点链路作为前提，P/A
机制可以实现网络拓扑的逐链路收敛，而不必像 STP，需要被动等待 30 秒的时间以确保全网实现

收敛。 

1. RSTP/PVST的P/A机制 

当新链路连接或故障链路恢复时，链路两端的端口初始都为指定端口并处于阻塞状态。当指定端口

处于 Discarding 状态和 Learning 状态，其所发送的 BPDU 中 Proposal 位将被置位，端口角色为指

定端口。收到 Proposal 置位的 BPDU 后，网桥会判断接收端口是否为根端口，如果是，网桥会启

动同步过程。同步过程指网桥阻塞除边缘端口之外的所有端口，在本网桥层面消除环路产生的可能。 

图1-14 RSTP/PVST 的 P/A 机制实现快速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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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 1-14，当Device A和Device B之间的链路连接后，P/A机制处理过程如下： 

• Device A 从端口 Port A1 发送 Proposal 置位的 BPDU 给 Device B。 

• Device B 收到 Proposal BPDU 后，判断端口 Port B2 为根端口，启动同步过程阻塞指定端口

Port B1 和替换端口 Port B3 避免环路产生，然后将根端口 Port B2 设置为转发状态，并向

Device A 回复 Agreement BPDU。 

• Device A 收到 Agreement BPDU 后，指定端口 Port A1 立即进入转发状态。 

• Device A 的端口 Port A1 和 Device B 的端口 Port B2 均进入转发状态，P/A 收敛过程结束。 

2. MSTP的P/A机制 

在 MSTP 中，上游网桥发送的 Proposal BPDU 中的 Proposal 位和 Agreement 位均置位，下游网

桥收到 Proposal 位和 Agreement 位均置位的 BPDU 后，执行同步操作然后回应 Agreement 置位的

BPDU，使得上游指定端口快速进入转发状态。 

图1-15 MSTP 的 P/A 机制实现快速收敛 

 
 

如 图 1-15，Device A和Device B之间的P/A机制处理过程如下： 

• Device A 从端口 Port A1 发送 Proposal 位和 Agreement 位均置位的 BPDU 给 Device B。 

• Device B收到Proposal位和Agreement位均置位的BPDU后，判断端口Port B1为根端口，

执行同步操作然后将根端口 Port B1 设置为转发状态，并向 Device A 回复 Agreement 
BPDU。 

• Device A 收到 Agreement BPDU 后，指定端口 Port A1 立即进入转发状态。 

• Device A 的端口 Port A1 和 Device B 的端口 Port B1 均进入转发状态，P/A 收敛过程结束。 

从 RSTP/PVST 和 MSTP 的 P/A 机制处理过程可以看到，P/A 机制没有依赖任何定时器，可以实现

快速的收敛。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指定端口发出的 Proposal BPDU 后没有收到 Agreement BPDU，则该端口将

切换到 STP 方式，需要等待 30 秒时间才能进入转发状态。 

1.6  协议规范 

与生成树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IEEE 802.1D：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Bridges 

• IEEE 802.1w：Part 3: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Bridges—Amendment 2: Rapid 
Reconfiguration 

• IEEE 802.1s：Virtual Bridged Local Area Networks—Amendment 3: Multiple Spanning 
Trees 

• IEEE 802.1Q-REV/D1.3：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Bridges and Virtual Bridged Local 
Area Networks—Clause 13: Spanning tree Protoc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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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生成树协议 

2.1  生成树协议配置限制和指导 

2.1.1  与其他功能之间的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同时开启 MVRP（Multiple VLAN Registration Protocol，多 VLAN 注册协议）和生成树协议时，

MVRP 报文将沿 MSTI 传播。因此当同时开启了 MVRP 和生成树协议时，如果希望通过 MVRP 在

网络中发布某个 VLAN，则配置生成树协议的 VLAN 映射表时要保证将该 VLAN 映射到 MSTI 上。

有关 MVR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MVRP”。 

生成树协议与以下功能互斥：RRPP 功能、Smart Link 功能和 L2PT 功能。 

2.1.2  接口相关配置限制和指导 

生成树的部分功能支持在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和二层聚合接口视图配置，本文后续将概括称为接口

视图。BPDU 拦截功能只支持在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下配置。 

系统视图下的配置全局生效；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下的配置只对当前端口生效；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下的配置只对当前接口生效；聚合成员端口上的配置，只有当成员端口退出聚合组后才能生效。 

在二层聚合接口上开启生成树协议后，生成树的相关计算只在二层聚合接口上进行，聚合成员端口

不再参与生成树计算。二层聚合接口的所有选中成员端口上生成树协议的开启/关闭状态以及端口转

发状态与二层聚合接口保持一致。尽管聚合成员端口不参与生成树计算，但端口上的生成树相关配

置仍然保留，当端口退出聚合组时，该端口将采用这些配置参与生成树计算。 

2.2  生成树协议配置任务简介 

2.2.1  STP配置任务简介 

1. 配置根桥 

STP 模式下，根桥上的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 
通过本配置将生成树的工作模式配置为 STP 模式。 

(2) （可选）配置根桥和备份根桥 

(3) （可选）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4) （可选）配置影响 STP 拓扑收敛的参数 

 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配置生成树的时间参数 

 配置超时时间因子 

 配置端口发送BPDU的速率 

(5) （可选）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 

(6) 开启生成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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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配置生成树高级功能 

 配置TC Snooping功能 

 配置生成树保护功能 

 配置被BPDU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不再自动恢复 

 配置生成树的网管功能 

2. 配置叶子节点 

STP 模式下，叶子节点上的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 

通过本配置将生成树的工作模式配置为 STP 模式。 

(2) （可选）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3) （可选）配置影响 STP 拓扑收敛的参数 

 配置超时时间因子 

 配置端口发送BPDU的速率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4) （可选）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 

(5) 开启生成树协议 

(6) （可选）配置生成树高级功能 

 配置TC Snooping功能 

 配置生成树保护功能 

 配置被BPDU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不再自动恢复 

 配置生成树的网管功能 

2.2.2  RSTP配置任务简介 

1. 配置根桥 

RSTP 模式下，根桥上的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 
通过本配置将生成树的工作模式配置为 RSTP 模式。 

(2) （可选）配置根桥和备份根桥 

(3) （可选）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4) （可选）配置影响 RSTP 拓扑收敛的参数 

 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配置生成树的时间参数 

 配置超时时间因子 

 配置端口发送BPDU的速率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 

(5) （可选）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 



 

2-3 

(6) 开启生成树协议 

(7) （可选）配置生成树高级功能 

 执行mCheck操作 

 配置TC Snooping功能 

 配置生成树保护功能 

 配置被BPDU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不再自动恢复 

 配置生成树的网管功能 

2. 配置叶子节点 

RSTP 模式下，叶子节点上的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 

通过本配置将生成树的工作模式配置为 RSTP 模式。 

(2) （可选）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3) （可选）配置影响 RSTP 拓扑收敛的参数 

 配置超时时间因子 

 配置端口发送BPDU的速率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 

(4) （可选）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 

(5) 开启生成树协议 

(6) （可选）配置生成树高级功能 

 执行mCheck操作 

 配置TC Snooping功能 

 配置生成树保护功能 

 配置被BPDU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不再自动恢复 

 配置生成树的网管功能 

2.2.3  PVST配置任务简介 

1. 配置根桥 

PVST 模式下，根桥上的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 
通过本配置将生成树的工作模式配置为 PVST 模式。 

(2) （可选）配置根桥和备份根桥 

(3) （可选）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4) （可选）配置影响 PVST 拓扑收敛的参数 

 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配置生成树的时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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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超时时间因子 

 配置端口发送BPDU的速率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 

(5) （可选）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 

(6) 开启生成树协议 

(7) （可选）配置生成树高级功能 

 执行mCheck操作 

 关闭PVST的PVID不一致保护功能 

 配置生成树保护功能 

 配置在PVST模式下设备检测或接收到TC报文时打印日志信息 

 配置被BPDU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不再自动恢复 

 配置生成树的网管功能 

2. 配置叶子节点 

PVST 模式下，叶子节点上的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 

通过本配置将生成树的工作模式配置为 PVST 模式。 

(2) （可选）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3) （可选）配置影响 PVST 拓扑收敛的参数 

 配置超时时间因子 

 配置端口发送BPDU的速率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 

(4) （可选）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 

(5) 开启生成树协议 

(6) （可选）配置生成树高级功能 

 执行mCheck操作 

 关闭PVST的PVID不一致保护功能 

 配置生成树保护功能 

 配置在PVST模式下设备检测或接收到TC报文时打印日志信息 

 配置被BPDU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不再自动恢复 

 配置生成树的网管功能 

2.2.4  MSTP配置任务简介 

1. 配置根桥 

MSTP 模式下，根桥上的配置任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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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 
通过本配置将生成树的工作模式配置为 MSTP 模式。 

(2) 配置MST域 

(3) （可选）配置根桥和备份根桥 

(4) （可选）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5) （可选）配置影响 MSTP 拓扑收敛的参数 

 配置MST域的 大跳数 

 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配置生成树的时间参数 

 配置超时时间因子 

 配置端口发送BPDU的速率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 

(6) （可选）配置端口收发的MSTP报文格式 

(7) （可选）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 

(8) 开启生成树协议 

(9) （可选）配置生成树高级功能 

 执行mCheck操作 

 配置摘要侦听功能 

 配置No Agreement Check功能 

 配置TC Snooping功能 

 配置生成树保护功能 

 配置被BPDU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不再自动恢复 

 配置生成树的网管功能 

2. 配置叶子节点 

MSTP 模式下，叶子节点上的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 

通过本配置将生成树的工作模式配置为 MSTP 模式。 

(2) 配置MST域 

(3) （可选）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4) （可选）配置影响 MSTP 拓扑收敛的参数 

 配置超时时间因子 

 配置端口发送BPDU的速率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 

(5) （可选）配置端口收发的MSTP报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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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 

(7) 开启生成树协议 

(8) （可选）配置生成树高级功能 

 执行mCheck操作 

 配置摘要侦听功能 

 配置No Agreement Check功能 

 配置TC Snooping功能 

 配置生成树保护功能 

 配置被BPDU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不再自动恢复 

 配置生成树的网管功能 

2.3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 

1. 功能简介 

生成树的工作模式有以下几种： 

• STP 模式：设备的所有端口都将向外发送 STP BPDU。如果端口的对端设备只支持 STP，可

选择此模式。 

• RSTP 模式：设备的所有端口都向外发送 RSTP BPDU。当端口收到对端设备发来的 STP 
BPDU 时，会自动迁移到 STP 模式；如果收到的是 MSTP BPDU，则不会进行迁移。 

• PVST 模式：设备的所有端口都向外发送 PVST BPDU，每个 VLAN 对应一棵生成树。进行

PVST 组网时，若网络中所有设备的生成树维护量（开启生成树协议的 VLAN 数×开启生成树

协议的端口数）达到一定数量，会导致 CPU 负荷过重，不能正常处理报文，引起网络震荡。

本系列设备支持的使能生成树协议的 VLAN 数为 128。 

• MSTP 模式：设备的所有端口都向外发送 MSTP BPDU。当端口收到对端设备发来的 STP 
BPDU 时，会自动迁移到 STP 模式；如果收到的是 RSTP BPDU，则不会进行迁移。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MSTP 模式兼容 RSTP 模式，RSTP 模式兼容 STP 模式，PVST 模式与其他模式的兼容性如下： 

• 对于 Access 端口：PVST 模式在任意 VLAN 中都能与其他模式互相兼容。 

• 对于 Trunk 端口或 Hybrid 端口：PVST 模式仅在缺省 VLAN 中能与其他模式互相兼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 
stp mode { mstp | pvst | rstp | stp } 

缺省情况下，生成树的工作模式为 MSTP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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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配置MST域 

1. 功能简介 

两台或多台开启了生成树协议的设备若要属于同一个 MST 域，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

是选择因子（取值为 0，不可配）、域名、修订级别和 VLAN 映射表的配置都相同；第二是这些设备

之间的链路相通。 

在配置 MST 域的相关参数（特别是 VLAN 映射表）时，会引发生成树的重新计算，从而引起网络

拓扑的振荡。为了减少网络振荡，新配置的 MST 域参数并不会马上生效，而是在使用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命令激活，或使用命令 stp global enable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后

才会生效。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 STP/RSTP/PVST 模式下，MST 域的相关配置不会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ST 域视图。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3) 配置 MST 域的域名。 
region-name name 

缺省情况下，MST 域的域名为设备的 MAC 地址。 

(4) 配置 VLAN 映射表。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将指定 VLAN 映射到指定的 MSTI 上。 
instance instance-id vlan vlan-id-list 

 快速配置 VLAN 映射表。 

vlan-mapping modulo modulo 

缺省情况下，所有 VLAN 都映射到 CIST（即 MSTI 0）上。 

(5) 配置 MSTP 的修订级别。 
revision-level level 

缺省情况下，MSTP 的修订级别为 0。 

(6) （可选）显示 MST 域的预配置信息。 
check region-configuration 

(7) 激活 MST 域的配置。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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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配置根桥和备份根桥 

2.5.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生成树协议可以根据桥 ID 自动计算确定生成树的根桥，也可以手工将设备配置为指定生成树的根

桥或备份根桥。手工指定时，需要注意： 

• 设备在各生成树中的角色互相独立，在作为一棵生成树的根桥或备份根桥的同时，也可以作

为其他生成树的根桥或备份根桥；但在同一棵生成树中，一台设备不能既作为根桥，又作为

备份根桥。 

• 用户指定根桥后不会再根据设备的优先级选举根桥。当设备一旦被配置为根桥或者备份根桥

之后，便不能再修改该设备的优先级。也可以通过配置设备的优先级为 0 来实现将当前设备

指定为根桥的目的。有关设备优先级的配置，请参见“2.6  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2.5.2  配置根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为根桥。 

 STP/RSTP 模式： 
stp root primary 

 PVST 模式： 
stp vlan vlan-id-list root primary 

 MSTP 模式： 
stp [ instance instance-list ] root primary 

缺省情况下，设备不是根桥。 

2.5.3  配置备份根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为备份根桥。 

 STP/RSTP 模式： 
stp root secondary 

 PVST 模式： 
stp vlan vlan-id-list root secondary 

 MSTP 模式： 
stp [ instance instance-list ] root secondary 

缺省情况下，设备不是备份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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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设备的优先级参与生成树计算，其大小决定了该设备是否能够被选作生成树的根桥。数值越小表示

优先级越高，通过配置较小的优先级，可以达到指定某台设备成为生成树根桥的目的。可以在不同

的生成树中为设备配置不同的优先级。如果设备的优先级相同，则 MAC 地址 小的设备将被选择

为根。当指定设备为根桥或者备份根桥之后，不允许再修改该设备的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的优先级。 

 STP/RSTP 模式： 
stp priority priority 

 PVST 模式： 
stp vlan vlan-id-list priority priority 

 MSTP 模式： 
stp [ instance instance-list ] 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优先级为 32768。 

2.7  配置MST域的 大跳数 

1. 功能简介 

MST 域的 大跳数限制了 MST 域的规模，在域根上配置的 大跳数将作为该 MST 域的 大跳数。 

从 MST 域内的生成树的根桥开始，域内的 BPDU 每经过一台设备的转发，跳数就被减 1；设备将

丢弃跳数为 0 的 BPDU，以使处于 大跳数外的设备无法参与生成树的计算，从而限制了 MST 域

的规模。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配置只需在根桥设备上进行，非根桥设备将采用根桥设备的配置值。 

用户可以根据设计的 MST 域内拓扑的层数来配置 MST 域的 大跳数，MST 域的 大跳数要大于

MST 域内拓扑的 大层数。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MST 域的 大跳数。 
stp max-hops hops 

缺省情况下，MST 域的 大跳数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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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1. 功能简介 

交换网络中任意两台终端设备都通过特定路径彼此相连，这些路径由一系列的设备构成。网络直径

就是指对于交换网络中的任意两台网络边缘设备，其中一台经过根桥到达另一台所经过的 大设备

数。网络直径越大，说明网络的规模越大。 

在 STP/RSTP/MSTP 模式下，每个 MST 域将被视为一台设备，且网络直径配置只对 CIST 有效（即

只能在总根上生效），而对 MSTI 无效。在 PVST 模式下，网络直径的配置只能在指定 VLAN 的根

桥上生效。 

通过本配置，可以根据网络直径调整设备的 Hello Time、Forward Delay 和 Max Age 三个时间参数

到合适的值。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 

 STP/RSTP/MSTP 模式： 
stp bridge-diameter diameter 

 PVST 模式： 
stp vlan vlan-id-list bridge-diameter diameter 

缺省情况下，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为 7。 

2.9  配置生成树的时间参数 

1. 功能简介 

在生成树的计算过程中，用到了以下三个时间参数： 

(1) Forward Delay：用于确定状态迁移的延迟时间。为了防止产生临时环路，生成树协议在端口

由 Discarding 状态向 Forwarding 状态迁移的过程中设置了 Learning 状态作为过渡，并规定

状态迁移需要等待 Forward Delay 时间，以保持与远端的设备状态切换同步。 

(2) Hello Time：用于检测链路是否存在故障。生成树协议每隔 Hello Time 时间会发送 BPDU，

以确认链路是否存在故障。如果设备在超时时间（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因子×3×Hello Time）
内没有收到 BPDU，则会由于消息超时而重新计算生成树。 

(3) Max Age：用于确定 BPDU 是否超时。在 MSTP 的 CIST 上，设备根据 Max Age 时间来确定

端口收到的 BPDU 是否超时。如果端口收到的 BPDU 超时，则需要对该 MSTI 重新计算。Max 
Age 时间对 MSTP 的 MSTI 无效。 

为保证网络拓扑的快速收敛，需要配置合适的时间参数。上述三个时间参数之间应满足以下关系，

否则会引起网络的频繁震荡： 

• 2×（Forward Delay－1 秒）≥Max Age 

• Max Age≥2×（Hello Time＋1 秒）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生成树时间参数时，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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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ward Delay 的长短与交换网络的网络直径有关。一般来说，网络直径越大，Forward 
Delay 就应该越长。如果 Forward Delay 过短，可能引入临时的冗余路径；如果 Forward 
Delay 过长，网络可能较长时间不能恢复连通。建议用户采用自动计算值。 

• 合适的 Hello Time 可以保证设备能够及时发现网络中的链路故障，又不会占用过多的网络资

源。如果 Hello Time 过长，在链路发生丢包时，设备会误以为链路出现了故障，从而引发设

备重新计算生成树；如果 Hello Time 过短，设备将频繁发送重复的 BPDU，增加了设备的负

担，浪费了网络资源。建议用户采用自动计算值。 

• 如果 Max Age 过短，设备会频繁地计算生成树，而且有可能将网络拥塞误认成链路故障；如

果 Max Age 过长，设备很可能不能及时发现链路故障，不能及时重新计算生成树，从而降低

网络的自适应能力。建议用户采用自动计算值。 

通常情况下，不建议通过手工配置直接调整上述三个时间参数。由于这三个时间参数的取值与网络

规模有关，生成树协议会自动根据网络直径计算出这三个时间参数的 优值，因此在网络拓扑变化

时，建议在设备上通过执行 stp bridge-diameter 命令调整网络直径，使设备自动调整这三个

时间参数的值。当网络直径取缺省值时，这三个时间参数也分别取其各自的缺省值。 

本配置只需在根桥设备上进行，整个交换网络中的所有设备都将采用根桥设备的配置值。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Forward Delay 时间参数。 

 STP/RSTP/MSTP 模式： 
stp timer forward-delay time 

 PVST 模式： 
stp vlan vlan-id-list timer forward-delay time 

缺省情况下，Forward Delay 为 15 秒。 

(3) 配置 Hello Time 时间参数。 

 STP/RSTP/MSTP 模式： 
stp timer hello time 

 PVST 模式： 
stp vlan vlan-id-list timer hello time 

缺省情况下，Hello Time 为 2 秒。 

(4) 配置 Max Age 时间参数。 

 STP/RSTP/MSTP 模式： 
stp timer max-age time 

 PVST 模式： 
stp vlan vlan-id-list timer max-age time 

缺省情况下，Max Age 为 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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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配置超时时间因子 

1. 功能简介 

超时时间因子用来确定设备的超时时间：超时时间＝超时时间因子×3×Hello Time。 

当网络拓扑结构稳定后，非根桥设备会每隔 Hello Time 时间向周围相连设备转发根桥发出的 BPDU
以确认链路是否存在故障。通常如果设备在 9 倍的 Hello Time 时间内没有收到上游设备发来的

BPDU，就会认为上游设备已经故障，从而重新进行生成树的计算。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以下情况，建议将设备的超时时间因子配置为 5～7。 

• 有时本端设备在较长时间内收不到对端设备发来的 BPDU，可能是由于对端设备的繁忙导致

的（例如，对端设备配置了大量二层接口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应重新进行生成树的计算，

需要延长本端设备的超时时间。 

• 稳定的网络中，可以通过延长超时时间来减少网络资源的浪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的超时时间因子。 
stp timer-factor factor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超时时间因子为 3。 

2.11  配置端口发送BPDU的速率 

1. 功能简介 

每 Hello Time 时间内端口能够发送的 BPDU 的 大数目＝端口发送 BPDU 的速率＋Hello Time 时

间值。端口发送 BPDU 的速率越高，每个 Hello Time 内可发送的 BPDU 数量就越多，占用的系统

资源也越多。适当配置发送速率一方面可以限制端口发送 BPDU 的速度，另一方面还可以防止在网

络拓扑动荡时，生成树协议占用过多的带宽资源。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端口发送 BPDU 的速率与端口的物理状态和网络结构有关，建议用户采用缺省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发送 BPDU 的速率。 
stp transmit-limit limit 

缺省情况下，端口发送 BPDU 的速率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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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配置端口为边缘端口 

1. 功能简介 

当端口直接与用户终端相连，而没有连接到其他设备或共享网段上，则该端口被认为是边缘端口。

网络拓扑变化时，边缘端口不会产生临时环路。 

由于设备无法知道端口是否直接与终端相连，所以需要用户手工将端口配置为边缘端口。如果用户

将某个端口配置为边缘端口，那么当该端口由阻塞状态向转发状态迁移时，这个端口可以实现快速

迁移，而无需等待延迟时间。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直接与终端相连的端口，请将该端口设置为边缘端口，同时开启 BPDU 保护功能。这样既能够

使该端口快速迁移到转发状态，也可以保证网络的安全。 

在同一个端口上，不允许同时配置边缘端口和环路保护功能。 

在端口没有开启BPDU保护的情况下，如果被设置为边缘端口的端口上收到来自其他端口的BPDU，

则该端口会重新变为非边缘端口。此时，只有重启端口才能将该端口恢复为边缘端口。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当前端口为边缘端口。 
stp edged-port 

缺省情况下，端口为非边缘端口。 

2.13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2.13.1  功能简介 

路径开销（Path Cost）是与端口相连的链路速率相关的参数。在支持生成树协议的设备上，端口在

不同的 MSTI 中可以拥有不同的路径开销。设置合适的路径开销可以使不同 VLAN 的流量沿不同的

物理链路转发，从而实现按 VLAN 负载分担的功能。 

设备可以自动计算端口的缺省路径开销，用户也可以直接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2.13.2  配置缺省路径开销的计算标准 

1. 功能简介 

缺省路径开销的计算标准有以下三种，用户可以通过本配置来改变设备自动计算端口的缺省路径开

销时所采用的计算标准： 

• dot1d-1998：表示按照 IEEE 802.1D-1998 标准来计算缺省路径开销。 

• dot1t：表示按照 IEEE 802.1t 标准来计算缺省路径开销。 

• legacy：表示按照私有标准来计算缺省路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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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速率链路的路径开销值请参见下列各表。 

表2-1 100M 及以下链路速率与端口路径开销值的对应关系表 

链路速率 端口类型 
端口的路径开销值 

IEEE 802.1D-1998 IEEE 802.1t 私有标准 

0 - 65535 200,000,000 200,000 

10Mbps 

单个端口 

100 

2,000,000 2,000 

聚合接口（含两个选中端口） 1,000,000 1,800 

聚合接口（含三个选中端口） 666,666 1,600 

聚合接口（含四个选中端口） 500,000 1,400 

100Mbps 

单个端口 

19 

200,000 200 

聚合接口（含两个选中端口） 100,000 180 

聚合接口（含三个选中端口） 66,666 160 

聚合接口（含四个选中端口） 50,000 140 

 

表2-2 1000M 链路速率与端口路径开销值的对应关系表 

链路速率 端口类型 
端口的路径开销值 

IEEE 802.1D-1998 IEEE 802.1t 私有标准 

1000Mbps 

单个端口 

4 

20,000 20 

聚合接口（含两个选中端口） 10,000 18 

聚合接口（含三个选中端口） 6,666 16 

聚合接口（含四个选中端口） 5,000 14 

 

表2-3 10G 链路速率与端口路径开销值的对应关系表 

链路速率 端口类型 
端口的路径开销值 

IEEE 802.1D-1998 IEEE 802.1t 私有标准 

10Gbps 

单个端口 

2 

2,000 2 

聚合接口（含两个选中端口） 1,000 1 

聚合接口（含三个选中端口） 666 1 

聚合接口（含四个选中端口） 500 1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改变缺省路径开销的计算标准，将使端口的路径开销值恢复为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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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聚合接口的路径开销时，IEEE 802.1D-1998 标准不考虑聚合接口所对应聚合组内选中端口

的数量；而 IEEE 802.1t 标准则对此予以考虑，其计算公式为：端口的路径开销＝200000000÷链

路速率（单位为 100Kbps），其中链路速率为聚合接口所对应聚合组内选中端口的速率之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缺省路径开销的计算标准。 
stp pathcost-standard { dot1d-1998 | dot1t | legacy } 

缺省情况下，缺省路径开销的计算标准为 legacy。 

2.13.3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端口的路径开销值改变时，系统将重新计算端口的角色并进行状态迁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路径开销。 

 STP/RSTP 模式： 
stp cost cost-value 

 PVST 模式： 
stp vlan vlan-id-list cost cost-value 

 MSTP 模式： 
stp [ instance instance-list ] cost cost-value 

缺省情况下，自动按照相应的标准计算各生成树上的路径开销。 

2.14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端口优先级是确定该端口是否会被选为根端口的重要依据，同等条件下优先级高的端口将被选为根

端口。在支持生成树协议的设备上，端口可以在不同的生成树中拥有不同的优先级，同一端口可以

在不同的生成树中担任不同的角色，从而使不同 VLAN 的数据沿不同的物理路径传播，实现按 VLAN
进行负载分担的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组网的实际需要来设置端口的优先级。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端口的优先级改变时，系统将重新计算端口的角色并进行状态迁移，引起网络拓扑变化，请用户

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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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 

 STP/RSTP 模式： 
stp port priority priority 

 PVST 模式： 
stp vlan vlan-id-list port priority priority 

 MSTP 模式： 
stp [ instance instance-list ] port 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优先级为 128。 

2.15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 

1. 功能简介 

点对点链路是两台设备之间直接连接的链路。与点对点链路相连的两个端口如果为根端口或者指定

端口，则端口可以通过传送同步报文（Proposal 报文和 Agreement 报文）快速迁移到转发状态，

减少了不必要的转发延迟时间。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某端口是二层聚合接口或其工作在全双工模式下，则可以将该端口配置为与点对点链路相连。

通常建议使用缺省配置，由系统进行自动检测。 

在 PVST 或 MSTP 模式下，如果某端口被配置为与点对点链路（或非点对点链路）相连，那么该配

置对该端口所属的所有 VLAN 或 MSTI 都有效。 

如果某端口被配置为与点对点链路相连，但与该端口实际相连的物理链路不是点对点链路，则有可

能引入临时环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 
stp point-to-point { auto | force-false | force-true }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uto，即由系统自动检测与本端口相连的链路是否为点对点

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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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配置端口收发的MSTP报文格式 

1. 功能简介 

端口可以收发的 MSTP 报文格式有两种： 

• dot1s：符合 802.1s 协议的标准格式； 

• legacy：与非标准格式兼容的格式。 

端口默认配置为自动识别方式（auto），即可以自动识别这两种格式的 MSTP 报文，并根据识别结

果确定发送报文的格式，从而实现与对端设备的互通。 

用户也可以通过配置改变端口发送的 MSTP 报文格式，使端口只发送与所配格式相符的 MSTP 报

文，实现与对端只识别特定格式报文的设备互通。 

当端口处于 auto 模式时，默认发送 802.1s 标准的报文。在此模式下，为避免因收到不同格式的

MSTP 报文而导致端口发送的报文格式频繁变化，端口一旦收到私有格式报文就将一直以该格式发

送报文。若想使该端口恢复发送 802.1s 标准的报文，可对其依次执行关闭/开启操作。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当前配置的 MSTI 大于 48，端口将只发送 802.1s 标准的 MSTP 报文。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收发的 MSTP 报文格式。 
stp compliance { auto | dot1s | legacy } 

缺省情况下，端口会自动识别收到的 MSTP 报文格式并根据识别结果确定发送的报文格式。 

2.17  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 

1. 功能简介 

在开启了生成树协议的大型网络中，用户可以通过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使系统输出端

口状态变化的相关信息，方便用户对端口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打开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 

 STP/RSTP 模式： 
stp port-log instance 0 

 PVST 模式： 
stp port-log vlan vlan-id-list 

 MSTP 模式： 
stp port-log { all | instance instance-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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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端口状态变化信息显示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2.18  开启生成树协议 

2.18.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开启了生成树协议，生成树的其他配置才会生效。在 STP/RSTP/MSTP 模式下，必须保证全局

和端口上的生成树协议均处于开启状态；在 PVST 模式下，必须保证全局、VLAN 和端口上的生成

树协议均处于开启状态。 

可以通过 undo stp enable 命令关闭指定端口的生成树协议，使其不参与生成树计算，以节省

设备的 CPU 资源。但必须保证指定的端口关闭生成树协议后，网络中不能出现环路。 

2.18.2  开启生成树协议（STP/RSTP/MSTP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 
stp global enable 

空配置启动时，使用软件功能缺省值，全局生成树协议处于关闭状态。 

出厂配置启动时，使用软件功能出厂值，全局生成树协议处于开启状态。 

关于空配置启动和出厂配置启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配置文件管理”。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在端口上开启生成树协议。 
stp enable 

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上的生成树协议均处于开启状态。 

2.18.3  开启生成树协议（PVST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 
stp global enable 

空配置启动时，使用软件功能缺省值，全局生成树协议处于关闭状态。 

出厂配置启动时，使用软件功能出厂值，全局生成树协议处于开启状态。 

关于空配置启动和出厂配置启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配置文件管理”。 

(3) 在 VLAN 中开启生成树协议。 
stp vlan vlan-id-list enable 

缺省情况下，生成树协议在 VLAN 中处于开启状态。 

(4)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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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端口上开启生成树协议。 
stp enable 

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上的生成树协议均处于开启状态。 

2.19  执行mCheck操作 

2.19.1  功能简介 

生成树的工作模式有 STP 模式、RSTP 模式、PVST 模式和 MSTP 模式四种。在运行 RSTP、PVST
或 MSTP 的设备上，若某端口连接着运行 STP 协议的设备，该端口收到 STP 报文后会自动迁移到

STP 模式；但当对端运行 STP 协议的设备关机或撤走，而该端口又无法感知的情况下，该端口将

无法自动迁移回原有模式，此时需要通过执行 mCheck 操作将其手工迁移回原有模式。 

当运行 STP 的设备 A、未开启生成树协议的设备 B 和运行 RSTP/PVST/MSTP 的设备 C 三者顺次

相连时，设备 B 将透传 STP 报文，设备 C 上连接设备 B 的端口将迁移到 STP 模式。在设备 B 上

开启生成树协议后，若想使设备 B 与设备 C 之间运行 RSTP/PVST/MSTP 协议，除了要在设备 B
上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为 RSTP/PVST/MSTP 外，还要在设备 B 与设备 C 相连的端口上都执行

mCheck 操作。 

可以在全局或在端口上执行 mCheck 操作。 

2.19.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当生成树的工作模式为 RSTP 模式、PVST 模式或 MSTP 模式时执行 mCheck 操作才有效。 

2.19.3  全局执行mCheck操作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执行 mCheck 操作。 
stp global mcheck 

2.19.4  在端口上执行mCheck操作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在端口上执行 mCheck 操作。 
stp m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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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关闭PVST的PVID不一致保护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当链路相连的两端 PVID 不一致时，PVST 的计算可能出现错误，为了防止这样的错误，系统默

认会开启 PVID 不一致保护功能，即做 PVID 不一致的检查。若端口 PVID 不一致保护功能触发后，

端口在 PVID 不一致的 VLAN 中，会变为阻塞状态。 

在某些特定的组网场景中，比如网络中的接入层设备采用同样的配置，其接口 PVID 一致，而网络

管理员在汇聚层设备的下行口（即连接接入层设备的接口）上做了不同的 PVID 配置，该配置与接

入层设备的上行口（即连接汇聚层设备的接口）的 PVID 配置不一致时，有可能引起生成树的阻塞，

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保持流量的转发，可以关闭 PVID 不一致保护功能。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关闭 PVST 的 PVID 不一致保护功能后，如果链路两端端口 PVID 不一致，为了避免生成树的计算

错误，需要注意： 

• 除了缺省 VLAN，本端所在设备不能创建对端 PVID 对应的 VLAN，同样，对端也不能创建本

端 PVID 对应的 VLAN。 

• 本端端口的链路类型是 Hybrid 时，建议本端所在设备不创建以 Untagged 方式允许通过的

VLAN，同样，对端也不创建本端 Untagged 方式允许通过的 VLAN。 

• 建议链路对端设备也关闭 PVST 的 PVID 不一致保护功能。 

• 本配置在 PVST 工作模式下才能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关闭 PVST 的 PVID 不一致保护功能。 
stp ignore-pvid-inconsistency 

缺省情况下，PVST 的 PVID 不一致保护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2.21  配置摘要侦听功能 

1. 功能简介 

根据 IEEE 802.1s 规定，只有在 MST 域配置（包括域名、修订级别和 VLAN 映射关系）完全一致

的情况下，相连的设备才被认为是在同一个域内。当设备开启了生成树协议以后，设备之间通过识

别 BPDU 数据报文内的配置 ID 来判断相连的设备是否与自己处于相同的 MST 域内；配置 ID 包含

域名、修订级别、配置摘要等内容，其中配置摘要长 16 字节，是由 HMAC-MD5 算法将 VLAN 与

MSTI 的映射关系加密计算而成。 

在网络中，由于一些厂商的设备在对生成树协议的实现上存在差异，即用加密算法计算配置摘要时

采用私有的密钥，从而导致即使 MST 域配置相同，不同厂商的设备之间也不能实现在 MST 域内的

互通。 

通过在我方设备与对生成树协议的实现存在差异的第三方厂商设备相连的端口上开启摘要侦听功

能，可以实现我方设备与这些厂商设备在 MST 域内的完全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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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摘要侦听功能在端口生效后，由于不再通过配置摘要的比较计算来判断是否在同一个域内，因此需

要保证互连设备的域配置中 VLAN 与 MSTI 映射关系的配置相同。 

全局开启摘要侦听功能后，如果要修改 VLAN 与 MSTI 间的映射关系，或执行 undo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命令取消当前域配置，均可能因与邻接设备的 VLAN 和 MSTI 映射关系

不一致而导致环路或流量中断，因此请谨慎操作。 

只有当全局和端口上都开启了摘要侦听功能后，该功能才能生效。开启摘要侦听功能时，建议先在

所有与第三方厂商设备相连的端口上开启该功能，再全局开启该功能，以一次性让所有端口的配置

生效，从而减少对网络的冲击。 

请不要在 MST 域的边界端口上开启摘要侦听功能，否则可能会导致环路。 

建议配置完摘要侦听功能后再开启生成树协议。在网络稳定的情况下不要进行摘要侦听功能的配置，

以免造成临时的流量中断。 

3. 配置准备 

配置本任务前，请确保生成树协议在我方设备与第三方厂商设备上均正常运行。 

4.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在端口上开启摘要侦听功能。 
stp config-digest-snooping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的摘要侦听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全局开启摘要侦听功能。 
stp global config-digest-snooping 

缺省情况下，摘要侦听功能处于全局关闭状态。 

2.22  配置No Agreement Check功能 

1. 功能简介 

RSTP 和 MSTP 的指定端口快速迁移机制使用两种协议报文： 

• Proposal 报文：指定端口请求快速迁移的报文。 

• Agreement 报文：同意对端进行快速迁移的报文。 

RSTP 和 MSTP 均要求上游设备的指定端口在接收到下游设备的 Agreement 报文后才能进行快速

迁移。不同之处如下： 

• 对于 MSTP，上游设备先向下游设备发送 Agreement 报文，而下游设备的根端口只有在收到

了上游设备的 Agreement 报文后才会向上游设备回应 Agreement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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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RSTP，下游设备无需等待上游设备发送 Agreement 报文就可向上游设备发送

Agreement 报文。 

如 图 2-1 所示，是MSTP的指定端口快速迁移机制。 

图2-1 MSTP 指定端口快速迁移机制 

 
 

如 图 2-2 所示，是RSTP的指定端口快速迁移机制。 

图2-2 RSTP 指定端口快速迁移机制 

 

 

当我方设备与作为上游设备且与对生成树协议的实现存在差异的第三方厂商设备互联时，二者在快

速迁移的配合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限制。例如：上游设备指定端口的状态迁移实现机制与 RSTP 类

似；而下游设备运行 MSTP 并且不工作在 RSTP 模式时，由于下游设备的根端口接收不到上游设备

的 Agreement 报文，它不会向上游设备发 Agreement 报文，所以上游设备的指定端口无法实现状

态的快速迁移，只能在 2 倍的 Forward Delay 延时后变成转发状态。 

通过在我方设备与对生成树协议的实现存在私有性差异的上游第三方厂商设备相连的端口上开启

No Agreement Check 功能，可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上游的第三方厂商设备的指定端口能够

进行状态的快速迁移。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请在设备的根端口上进行如下配置，且本功能只有在根端口上配置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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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准备 

设备与作为上游设备且支持生成树协议的第三方厂商设备互连，并且端口之间为点对点链路。 

为我方设备与第三方厂商设备配置相同的域名、域配置修订级别和 VLAN 与 MSTI 的映射关系，以

确保它们在同一个域内。 

4.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No Agreement Check 功能。 
stp no-agreement-check 

缺省情况下，No Agreement Check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23  配置TC Snooping功能 

1. 功能简介 

TC Snooping功能的典型应用环境如 图 2-3 所示。在该组网中，由Device A和Device B组成的IRF
设备未开启生成树协议，而用户网络 1 和用户网络 2 中的所有设备均开启了生成树协议。用户网络

1 和用户网络 2 均通过双上行链路与IRF设备相连以提高链路可靠性，IRF设备可以透明传输每个用

户网络中的BPDU。 

在该组网中，当用户网络的拓扑结构发生改变时，由于 IRF 设备对 BPDU 进行了透明传输而不参与

生成树计算，因而其本身可能需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重新学到正确的 MAC 地址表项和 ARP 表项，在

此期间可能导致网络中断。 

图2-3 TC Snooping 功能典型应用组网图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在 IRF 设备上开启 TC Snooping 功能，使其在收到 TC-BPDU（网络

拓扑发生变化的通知报文）后，主动更新接收该报文的端口所属的 VLAN 所对应的 MAC 地址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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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 表，从而保证业务流量的正常转发。有关 MAC 地址表和 ARP 表的详细介绍，请分别参见“二

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MAC 地址表”和“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ARP”。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TC Snooping 功能时，需要注意： 

• TC Snooping 功能与生成树协议互斥，因此在开启 TC Snooping 功能之前必须全局关闭生成

树协议。 

• L2PT功能比 TC Snooping功能的优先级高，因此若某端口开启了生成树协议的 L2PT功能，

TC Snooping 功能将不会在该端口上生效。 

• TC Snooping 功能不支持 PVST 格式的 TC-BPDU，因此在 PVST 模式下不支持该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关闭生成树协议。 
undo stp global enable 

空配置启动时，使用软件功能缺省值，全局生成树协议处于关闭状态。 

出厂配置启动时，使用软件功能出厂值，全局生成树协议处于开启状态。 

关于空配置启动和出厂配置启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配置文件管理”。 

(3) 开启 TC Snooping 功能。 
stp tc-snooping 

缺省情况下，TC Snooping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24  配置生成树保护功能 

2.24.1  生成树保护功能配置任务简介 

本节中的所有配置均为可选，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置。 

• 配置BPDU保护功能 

• 配置根保护功能 

• 配置环路保护功能 

• 配置端口角色限制功能 

• 配置TC-BPDU传播限制功能 

• 配置防TC-BPDU攻击保护功能 

• 配置BPDU拦截功能 

• 配置MSTP的PVST报文保护功能 

• 关闭Dispute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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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  配置BPDU保护功能 

1. 功能简介 

对于接入层设备，接入端口一般直接与用户终端（如 PC）或文件服务器相连，此时接入端口被设

置为边缘端口以实现这些端口的快速迁移；当这些端口接收到 BPDU 时系统会自动将这些端口设置

为非边缘端口，重新计算生成树，引起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这些端口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收到 STP
的 BPDU。如果有人伪造 BPDU 恶意攻击设备，就会引起网络震荡。 

生成树协议提供了 BPDU 保护功能来防止这种攻击：设备上开启了 BPDU 保护功能后，如果边缘

端口收到了 BPDU，系统就将这些端口关闭，同时通知网管这些端口已被生成树协议关闭。被关闭

的端口在经过一定时间间隔之后将被重新激活，这个时间间隔可通过 shutdown-interval 命令

配置。有关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设备管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BPDU 保护功能支持在系统视图下配置或在指定端口配置。对于一个端口来说，优先采用该端口的

配置，只有该端口内未进行配置时，才采用全局的配置。 

配置端口的 BPDU 保护功能时，请在直连用户终端的端口上配置，勿在连接其他设备或共享网段的

端口上配置。 

BPDU 保护功能对开启了环回测试功能的端口无效。有关环回测试功能的相关介绍，请参见“接口

管理配置指导”中的“以太网接口”。 

3. 系统视图下配置BPDU保护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全局的 BPDU 保护功能。 
stp bpdu-protection 

缺省情况下，全局的 BPDU 保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接口视图下配置BPDU保护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 BPDU 保护功能。 
stp port bpdu-protection { enable | disable } 

缺省情况下，边缘端口的 BPDU 保护功能与全局的 BPDU 保护功能的开关状态保持一致。 

2.24.3  配置根保护功能 

1. 功能简介 

请在设备的指定端口上配置本功能。 

生成树的根桥和备份根桥应该处于同一个域内，特别是对于 CIST 的根桥和备份根桥，网络设计时

一般会把 CIST 的根桥和备份根桥放在一个高带宽的核心域内。但是，由于维护人员的错误配置或

网络中的恶意攻击，网络中的合法根桥有可能会收到优先级更高的 BPDU，这样当前合法根桥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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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根桥的地位，引起网络拓扑结构的错误变动。这种不合法的变动，会导致原来应该通过高速链路

的流量被牵引到低速链路上，导致网络拥塞。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生成树协议提供了根保护功能：对于开启了根保护功能的端口，其在所有

MSTI上的端口角色只能为指定端口。一旦该端口收到某 MSTI优先级更高的 BPDU，立即将该 MSTI
端口设置为侦听状态，不再转发报文（相当于将此端口相连的链路断开）。当在 2 倍的 Forward Delay
时间内没有收到更优的 BPDU 时，端口会恢复原来的正常状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同一个端口上，不允许同时配置根保护功能和环路保护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端口的根保护功能。 
stp root-protection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的根保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24.4  配置环路保护功能 

1. 功能简介 

请在设备的根端口和替换端口上配置本功能。 

依靠不断接收上游设备发送的 BPDU，设备可以维持根端口和其他阻塞端口的状态。但是由于链路

拥塞或者单向链路故障，这些端口会收不到上游设备的BPDU，此时下游设备会重新选择端口角色，

收不到 BPDU 的下游设备端口会转变为指定端口，而阻塞端口会迁移到转发状态，从而交换网络中

会产生环路。环路保护功能会抑制这种环路的产生。 

在开启了环路保护功能的端口上，其所有 MSTI 的初始状态均为 Discarding 状态：如果该端口收到

了 BPDU，这些 MSTI 可以进行正常的状态迁移；否则，这些 MSTI 将一直处于 Discarding 状态以

避免环路的产生。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请不要在与用户终端相连的端口上开启环路保护功能，否则该端口会因收不到 BPDU 而导致其所有

MSTI 将一直处于 Discarding 状态。 

在同一个端口上，不允许同时配置边缘端口和环路保护功能，或者同时配置根保护功能和环路保护

功能。 

以下端口配置环路保护功能后，该端口不会因收不到 BPDU 而导致其一直处于 Discarding 状态，

而是进行端口状态迁移，经过两个 Forward Delay 时长后再次变为 Forwarding 状态： 

• 端口状态从 down 变成 up。 

• 处于 up 状态的端口，生成树功能状态从关闭变成开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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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端口的环路保护功能。 
stp loop-protection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环路保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24.5  配置端口角色限制功能 

1. 功能简介 

请在与用户接入网络相连的端口上配置本功能。 

用户接入网络中设备桥 ID 的变化会引起核心网络生成树拓扑的改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在

端口上开启端口角色限制功能，此后当该端口收到 优根消息时将不再当选为根端口，而是成为替

换端口。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启端口角色限制功能后可能影响生成树拓扑的连通性，请慎重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端口角色限制功能。 
stp role-restriction 

缺省情况下，端口角色限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24.6  配置TC-BPDU传播限制功能 

1. 功能简介 

请在与用户接入网络相连的端口上配置本功能。 

用户接入网络的拓扑改变会引起核心网络的转发地址更新，当用户接入网络的拓扑因某种原因而不

稳定时，就会对核心网络形成冲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在端口上开启 TC-BPDU 传播限制功

能，此后当该端口收到 TC-BPDU 时，不会再向其他端口传播。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启 TC-BPDU 传播限制功能后，当拓扑改变时原有转发地址表项可能无法更新，请慎重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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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启 TC-BPDU 传播限制功能。 
stp tc-restriction 

缺省情况下，TC-BPDU 传播限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24.7  配置防TC-BPDU攻击保护功能 

1. 功能简介 

设备在收到 TC-BPDU 后，会执行转发地址表项的刷新操作。在有人伪造 TC-BPDU 恶意攻击设备

时，设备短时间内会收到很多的 TC-BPDU，频繁的刷新操作给设备带来很大负担，给网络的稳定

带来很大隐患。而通过在设备上开启防 TC-BPDU 攻击保护功能，就可以避免转发地址表项的频繁

刷新。 

当开启了防 TC-BPDU 攻击保护功能后，如果设备在单位时间（固定为十秒）内收到 TC-BPDU 的

次数大于 stp tc-protection threshold 命令所指定的 高次数（假设为 N 次），那么该设

备在这段时间之内将只进行 N 次刷新转发地址表项的操作，而对于超出 N 次的那些 TC-BPDU，设

备会在这段时间过后再统一进行一次地址表项刷新的操作，这样就可以避免频繁地刷新转发地址表

项。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不要关闭防 TC-BPDU 攻击保护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防 TC-BPDU 攻击保护功能。 
stp tc-protection 

缺省情况下，防 TC-BPDU 攻击保护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3) （可选）配置在单位时间（固定为十秒）内，设备收到 TC-BPDU 后立即刷新转发地址表项的

高次数。 
stp tc-protection threshold number 

缺省情况下，在单位时间（固定为十秒）内，设备收到 TC-BPDU 后立即刷新转发地址表项的

高次数为 6。 

2.24.8  配置BPDU拦截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开启了生成树协议的网络中，由于设备收到 BPDU 后会进行 STP 计算并向其他设备转发，因此

恶意用户可借此进行 BPDU 攻击：通过不停地发送 BPDU，使网络中的所有设备都不停地进行 STP
计算，从而导致设备的 CPU 占用率过高或 BPDU 的协议状态错误等问题。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用户可以在端口上配置 BPDU 拦截功能。开启了该功能的端口将不再接收任何

BPDU，从而能够防止设备遭受 BPDU 攻击，保证 STP 计算的正确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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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端口的 BPDU 拦截功能。 
bpdu-drop any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BPDU 拦截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24.9  配置MSTP的PVST报文保护功能 

1. 功能简介 

本配置在 MSTP 工作模式下才能生效。 

对于开启 MSTP 的设备，并不识别 PVST 报文，所以开启 MSTP 的设备会将 PVST 报文当做数据

报文转发。在另一个并不相干的网络中，开启 PVST 的设备收到该报文，处理后可能导致该网络的

拓扑计算出现错误。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配置 MSTP 的 PVST 报文保护功能来解决。在 MSTP 模式下，设备上开

启了 PVST 报文保护功能后，如果端口收到了 PVST 报文，系统就将这些端口关闭。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MSTP 的 PVST 报文保护功能。 
stp pvst-bpdu-protection 

缺省情况下，MSTP 的 PVST 报文保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24.10  关闭Dispute保护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端口收到指定端口发出的低优先级消息，且发送端口处于 Forwarding 或 Learning 状态时，会触

发 Dispute 保护，阻塞端口以防止环路。 

如 图 2-4 所示，正常情况下，Device A是根桥，经过生成树计算后，Port B1 被阻塞。如果Port A1
发生单通故障，即Port A1 不能发送报文，只能接收报文。Port B1 在一定时间内未收到Port A1 发

送的BPDU，则Device B认为自己是根桥，由Port B1 发送低优先级BPDU到Port A1。此时，Port A2
和Port B2 之间链路正常，Device B会接收到自己发送BPDU，导致产生环路。因此当链路出现单通

故障后，会触发Dispute保护功能，阻塞端口，防止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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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Dispute 保护触发场景 

 

 

在如 图 2-5 所示的VLAN组网的场景中，需要关闭Dispute保护功能，防止链路被阻塞。Device A和
Device C开启生成树功能，Device B关闭生成树功能，此时Devcie B会透传BPDU。由于Device B
上Port B1 的配置，导致Device C不能收到根桥Device A发送的VLAN 1 的高优先级BPDU。Device 
C在一定时间内未收到根桥发送的BPDU，则Device C认为自己是根桥，由Port C1 发送VLAN 100
的低优先级BPDU到Device A。Device A收到低优先级BPDU后，会触发Dispute保护阻塞端口，导

致用户业务流量中断。为了保证业务流量正常处理，用户可以关闭Dispute保护功能，避免链路被生

成树阻塞而影响用户业务。 

图2-5 关闭 Dispute 保护功能使用场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用户不需要检测链路单通故障，则可以关闭该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Device A

Device B

Root

根端口

指定端口

未被协议阻断的链路

被协议阻断的链路

被阻塞端口

Port A1 Port A2

Port B1 Port B2

Device A

Device B

Root

Port A1 Port A2

Port B1 Port B2

Device A

Device B

Root

Port A1

Port B1 Port B2

Dispute

Port A2

单向链路

Device A Device B Device C
Port A1 Port B1 Port C1Port B2

Port A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port trunk pvid vlan 1

Port B1:
undo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port trunk pvid vlan 1
Port B2:
port access vlan 100

Port C1:
port access vlan 100

Root

低优先级BPDU 高优先级B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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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闭 Dispute 保护功能。 
undo stp dispute-protection 

缺省情况下，Dispute 保护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2.25  配置在PVST模式下设备检测或接收到TC报文时打印日志信息 

1. 功能简介 

配置在 PVST 模式下，设备检测或接收到 TC 报文时打印日志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在 PVST 模式下设备检测或接收到 TC 报文时打印日志信息。 
stp log enable tc 

缺省情况下，PVST 模式下设备检测或接收到 TC 报文后，不打印日志信息。 

2.26  配置被BPDU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不再自动恢复 

1. 功能简介 

设备上使能了 BPDU 保护功能后，如果边缘端口收到了 BPDU，系统就将这些端口关闭，同时通知

网管这些端口已被生成树协议关闭。被关闭的端口在经过一定时间间隔之后将被重新激活，这个时

间间隔可通过 shutdown-interval 命令配置。有关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命令

参考”中的“设备管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stp port shutdown permanent 命令后，端口被 BPDU 保护功能关闭，再执行 undo stp 

port shutdown permanent 命令，端口不会 UP，端口保持关闭状态，需要需要执行 undo 

shutdown 命令才能恢复。 

端口被 BPDU 保护功能关闭，再配置 stp port shutdown permanent 命令，此时端口经过

shutdown-interval 命令配置的时间间隔后变为 UP 状态，当再次被生成树保护功能关闭时，端

口才不会恢复，保持关闭状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被 BPDU 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不再自动恢复。 
stp port shutdown permanent 

缺省情况下，被 BPDU 保护功能关闭的端口会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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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配置生成树的网管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生成树的告警功能之后，生成树会生成告警信息，用于报告本模块的重要事件。生成的告警信

息将发送至 SNMP 模块，通过配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告警信息输出的相关属

性。有关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生成树的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stp [ new-root | tc ] 

缺省情况下，生成树的 new-root 告警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在 MSTP 模式下，生成树的 TC 告

警功能在 MSTI 0 中处于开启状态，在其他 MSTI 中处于关闭状态。在 PVST 模式下，生成树

的 TC 告警功能在所有 VLAN 中处于关闭状态。 

2.28  生成树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都可以显示配置后生成树的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生成树的统计信息。 

表2-4 生成树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生成树的状态和统计信息 
display stp [ instance instance-list | vlan 
vlan-id-list ]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slot 
slot-number ] [ brief ] 

显示生成树端口角色计算的历史信息 display stp [ instance instance-list | vlan 
vlan-id-list ] history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生成树所有端口收发的TC或TCN报文

数 
display stp [ instance instance-list | vlan 
vlan-id-list ] tc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被生成树保护功能阻塞的端口历史信息 display stp abnormal-port 

显示端口上的BPDU统计信息 
display stp bpdu-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nstance 
instance-list ] ] 

显示被生成树保护功能down掉的端口信息 display stp down-port 

显示生效的MST域配置信息 display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显示所有生成树的根桥信息 display stp root 

清除生成树的统计信息 reset stp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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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生成树典型配置举例 

2.29.1  MSTP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网络中所有设备都属于同一个 MST 域。Device A 和 Device B 为汇聚层设备，Device C 和

Device D 为接入层设备。 

• 通过配置 MSTP，使不同 VLAN 的报文按照不同的 MSTI 转发：VLAN 10 的报文沿 MSTI 1
转发，VLAN 30 沿 MSTI 3 转发，VLAN 40 沿 MSTI 4 转发，VLAN 20 沿 MSTI 0 转发。 

• 由于 VLAN 10 和 VLAN 30 在汇聚层设备终结、VLAN 40 在接入层设备终结，因此配置 MSTI 
1 和 MSTI 3 的根桥分别为 Device A 和 Device B，MSTI 4 的根桥为 Device C。 

2. 组网图 

图2-6 MSTP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VLAN 和端口 

请按照 图 2-6 在Device A和Device B上分别创建VLAN 10、20 和 30，在Device C上创建

VLAN 10、20和40，在Device D上创建VLAN 20、30和40；将各设备的各端口配置为Trunk
端口并允许相应的VLAN通过，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Device A 

# 配置 MST域的域名为 example，将 VLAN 10、30、40分别映射到 MSTI 1、3、4上，并配

置 MSTP 的修订级别为 0。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DeviceA-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DeviceA-mst-region] instance 3 vlan 30 

[DeviceA-mst-region] instance 4 vlan 40 

Permit: all VLAN

Permit: VLAN 20, 30Permit: V
LAN 10, 20

Permit: VLAN 20,  40

Permit: VLAN 20, 30Permit: VLAN 10, 20

Device A Device B

Device C Device D

GE1/0/3

GE1/0/2

GE1/0/3

GE1/0/2

GE1/0/3 GE1/0/3
GE1/0/2 GE1/0/2

MST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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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A-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quit 

# 配置本设备为 MSTI 1 的根桥。 
[DeviceA] stp instance 1 root primary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 
[DeviceA] stp global enable 

(3) 配置 Device B 

# 配置 MST域的域名为 example，将 VLAN 10、30、40分别映射到 MSTI 1、3、4上，并配

置 MSTP 的修订级别为 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DeviceB-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DeviceB-mst-region] instance 3 vlan 30 

[DeviceB-mst-region] instance 4 vlan 40 

[DeviceB-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B-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quit 

# 配置本设备为 MSTI 3 的根桥。 
[DeviceB] stp instance 3 root primary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 
[DeviceB] stp global enable 

(4) 配置 Device C 

# 配置 MST域的域名为 example，将 VLAN 10、30、40分别映射到 MSTI 1、3、4上，并配

置 MSTP 的修订级别为 0。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3 vlan 30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4 vlan 40 

[DeviceC-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quit 

# 配置本设备为 MSTI 4 的根桥。 
[DeviceC] stp instance 4 root primary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 
[DeviceC] stp global enable 

(5) 配置 Devic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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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MST域的域名为 example，将 VLAN 10、30、40分别映射到 MSTI 1、3、4上，并配

置 MSTP 的修订级别为 0。 
<DeviceD> system-view 

[DeviceD]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DeviceD-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DeviceD-mst-region] instance 3 vlan 30 

[DeviceD-mst-region] instance 4 vlan 40 

[DeviceD-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D-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quit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 
[DeviceD] stp global enable 

4. 验证配置 

 

在本例中，假定 Device B 的根桥 ID 最小，因此该设备将在 MSTI 0 中被选举为根桥。 

 

当网络拓扑稳定后，通过使用 display stp brief 命令可以查看各设备上生成树的简要信息。

例如： 

# 查看 Device A 上生成树的简要信息。 
[DeviceA] display stp brief 

 MST ID      Port                         Role  STP State     Protection 

 0           GigabitEthernet1/0/1         ALTE  DISCARDING    NONE 

 0           GigabitEthernet1/0/2         DESI  FORWARDING    NONE 

 0           GigabitEthernet1/0/3         ROOT  FORWARDING    NONE 

 1           GigabitEthernet1/0/1         DESI  FORWARDING    NONE 

 1           GigabitEthernet1/0/3         DESI  FORWARDING    NONE 

 3           GigabitEthernet1/0/2         DESI  FORWARDING    NONE 

 3           GigabitEthernet1/0/3         ROOT  FORWARDING    NONE 

# 查看 Device B 上生成树的简要信息。 
[DeviceB] display stp brief 

 MST ID      Port                         Role  STP State     Protection 

 0           GigabitEthernet1/0/1         DESI  FORWARDING    NONE 

 0           GigabitEthernet1/0/2         DESI  FORWARDING    NONE 

 0           GigabitEthernet1/0/3         DESI  FORWARDING    NONE 

 1           GigabitEthernet1/0/2         DESI  FORWARDING    NONE 

 1           GigabitEthernet1/0/3         ROOT  FORWARDING    NONE 

 3           GigabitEthernet1/0/1         DESI  FORWARDING    NONE 

 3           GigabitEthernet1/0/3         DESI  FORWARDING    NONE 

  

# 查看 Device C 上生成树的简要信息。 
[DeviceC] display stp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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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T ID      Port                         Role  STP State     Protection 

 0           GigabitEthernet1/0/1         DESI  FORWARDING    NONE 

 0           GigabitEthernet1/0/2         ROOT  FORWARDING    NONE 

 0           GigabitEthernet1/0/3         DESI  FORWARDING    NONE 

 1           GigabitEthernet1/0/1         ROOT  FORWARDING    NONE 

 1           GigabitEthernet1/0/2         ALTE  DISCARDING    NONE 

 4           GigabitEthernet1/0/3         DESI  FORWARDING    NONE 

# 查看 Device D 上生成树的简要信息。 
[DeviceD] display stp brief 

 MST ID      Port                         Role  STP State     Protection 

 0           GigabitEthernet1/0/1         ROOT  FORWARDING    NONE 

 0           GigabitEthernet1/0/2         ALTE  DISCARDING    NONE 

 0           GigabitEthernet1/0/3         ALTE  DISCARDING    NONE 

 3           GigabitEthernet1/0/1         ROOT  FORWARDING    NONE 

 3           GigabitEthernet1/0/2         ALTE  DISCARDING    NONE 

 4           GigabitEthernet1/0/3         ROOT  FORWARDING    NONE 

根据上述显示信息，可以绘出各VLAN所对应MSTI的拓扑，如 图 2-7 所示。 

图2-7 各 VLAN 所对应 MSTI 的拓扑图 

 

 

2.29.2  PVST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 和 Device B 为汇聚层设备，Device C 和 Device D 为接入层设备。 

• 通过配置 PVST，使 VLAN 10、20、30 和 40 中的报文分别按照其各自 VLAN 所对应的生成

树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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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VLAN 10、20 和 30 在汇聚层设备终结、VLAN 40 在接入层设备终结，因此配置 VLAN 
10 和 20 的根桥为 Device A，VLAN 30 的根桥为 Device B，VLAN 40 的根桥为 Device C。 

2. 组网图 

图2-8 PVST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VLAN 和端口 

请按照 图 2-8 在Device A和Device B上分别创建VLAN 10、20 和 30，在Device C上创建

VLAN 10、20和40，在Device D上创建VLAN 20、30和40；将各设备的各端口配置为Trunk
端口并允许相应的VLAN通过，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Device A 

#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为 PVST 模式。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stp mode pvst 

# 配置本设备为 VLAN 10 和 VLAN 20 的根桥。 
[DeviceA] stp vlan 10 20 root primary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并开启 VLAN 10、20 和 30 中的生成树协议。 
[DeviceA] stp global enable 

[DeviceA] stp vlan 10 20 30 enable 

(3) 配置 Device B 

#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为 PVST 模式。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stp mode pvst 

# 配置本设备为 VLAN 30 的根桥。 
[DeviceB] stp vlan 30 root primary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并开启 VLAN 10、20 和 30 中的生成树协议。 
[DeviceB] stp global enable 

[DeviceB] stp vlan 10 20 30 enable 

(4) 配置 Device C 

#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为 PVST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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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stp mode pvst 

# 配置本设备为生成树 VLAN 40 的根桥。 
[DeviceC] stp vlan 40 root primary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并开启 VLAN 10、20 和 40 中的生成树协议。 
[DeviceC] stp global enable 

[DeviceC] stp vlan 10 20 40 enable 

(5) 配置 Device D 

# 配置生成树的工作模式为 PVST 模式。 
<DeviceD> system-view 

[DeviceD] stp mode pvst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并开启 VLAN 20、30 和 40 中的生成树协议。 
[DeviceD] stp global enable 

[DeviceD] stp vlan 20 30 40 enable 

4. 验证配置 

当网络拓扑稳定后，通过使用 display stp brief 命令可以查看各设备上生成树的简要信息。

例如： 

# 查看 Device A 上生成树的简要信息。 
[DeviceA] display stp brief 

 VLAN ID     Port                         Role  STP State     Protection 

 10          GigabitEthernet1/0/1         DESI  FORWARDING    NONE 

 10          GigabitEthernet1/0/3         DESI  FORWARDING    NONE 

 20          GigabitEthernet1/0/1         DESI  FORWARDING    NONE 

 20          GigabitEthernet1/0/2         DESI  FORWARDING    NONE 

 20          GigabitEthernet1/0/3         DESI  FORWARDING    NONE 

 30          GigabitEthernet1/0/2         DESI  FORWARDING    NONE 

 30          GigabitEthernet1/0/3         ROOT  FORWARDING    NONE 

# 查看 Device B 上生成树的简要信息。 
[DeviceB] display stp brief 

 VLAN ID     Port                         Role  STP State     Protection 

 10          GigabitEthernet1/0/2         DESI  FORWARDING    NONE 

 10          GigabitEthernet1/0/3         ROOT  FORWARDING    NONE 

 20          GigabitEthernet1/0/1         DESI  FORWARDING    NONE 

 20          GigabitEthernet1/0/2         DESI  FORWARDING    NONE 

 20          GigabitEthernet1/0/3         ROOT  FORWARDING    NONE 

 30          GigabitEthernet1/0/1         DESI  FORWARDING    NONE 

 30          GigabitEthernet1/0/3         DESI  FORWARDING    NONE 

# 查看 Device C 上生成树的简要信息。 
[DeviceC] display stp brief 

 VLAN ID     Port                         Role  STP State     Protection 

 10          GigabitEthernet1/0/1         ROOT  FORWARDING    NONE 

 10          GigabitEthernet1/0/2         ALTE  DISCARDING    NONE 

 20          GigabitEthernet1/0/1         ROOT  FORWARDING    NONE 

 20          GigabitEthernet1/0/2         ALTE  DISCARDING    NONE 

 20          GigabitEthernet1/0/3         DESI  FORWARDING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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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GigabitEthernet1/0/3         DESI  FORWARDING    NONE 

# 查看 Device D 上生成树的简要信息。 
[DeviceD] display stp brief 

 VLAN ID     Port                         Role  STP State     Protection 

 20          GigabitEthernet1/0/1         ALTE  DISCARDING    NONE 

 20          GigabitEthernet1/0/2         ROOT  FORWARDING    NONE 

 20          GigabitEthernet1/0/3         ALTE  DISCARDING    NONE 

 30          GigabitEthernet1/0/1         ROOT  FORWARDING    NONE 

 30          GigabitEthernet1/0/2         ALTE  DISCARDING    NONE 

 40          GigabitEthernet1/0/3         ROOT  FORWARDING    NONE 

根据上述显示信息，可以绘出各VLAN所对应生成树的拓扑，如 图 2-9 所示。 

图2-9 各 VLAN 所对应生成树的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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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路检测 

1.1  环路检测简介 

1.1.1  环路检测产生背景 

环路检测能够及时发现二层网络中的环路，通过周期性的检查，使网络中出现环路时能及时通知用

户检查网络连接和配置情况。当网络中出现环路时，环路检测机制通过生成日志信息（请参见“网

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来通知用户，并可根据用户事先的配置来选择是否关

闭出现环路的端口。 

1.1.2  环路检测报文 

设备通过发送环路检测报文并检测其是否返回本设备（不要求收、发端口为同一端口）以确认是否

存在环路。若某端口收到了由本设备发出的环路检测报文，就认定该端口所在链路存在环路。 

 

环路检测通常工作在特定的 VLAN 内，但也可能因 QinQ 或 VLAN 映射等特性的配置错误而导致

VLAN 间的环路（即尽管发出和收到的报文所携带的 VLAN 信息不同，但仍认为存在环路）。有关

QinQ 和 VLAN 映射的详细介绍，请分别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QinQ”和

“VLAN 映射”。 

 

图1-1 环路检测报文以太网头的封装格式 

 

 

环路检测报文以太网头的封装格式如 图 1-1 所示，其中各字段的解释如下： 

• DMAC：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使用组播 MAC 地址 010f-e200-0007。当设备开启了环路检

测功能时，会将该目的地址的报文上送 CPU 处理，并在收到该报文的 VLAN 内将原始报文广

播一份。 

• SMAC：报文的源 MAC 地址，为发送该报文的设备的桥 MAC。 

• TPID：VLAN 标签的类型，取值为 0x8100。 

• TCI：VLAN 标签的具体值，具体内容为优先级、VLAN ID 等。 

• Type：协议类型，取值为 0x8918。 



 

1-2 

图1-2 环路检测报文内部头的封装格式 

 

 

环路检测报文的内部头的封装格式如 图 1-2 所示，其中各字段的解释如下： 

• Code：协议子类型，取值为 0x0001，表示环路检测协议。 

• Version：版本，取值为 0x0000，目前保留。 

• Length：报文长度（包括环路检测报文的头部，但不包括以太网头部）。 

• Reserved：保留字段。 

环路检测报文的内容以TLV（Type/Length/Value，类型/长度/值）格式进行封装，环路检测支持的

TLV类型如 表 1-1 所示。 

表1-1 环路检测支持的 TLV 类型 

TLV 名称 说明 携带要求 

End of PDU 结束TLV，用来标志PDU结束 可选 

Device ID 设备标识TLV，表示发送设备的桥MAC地址 必须 

Port ID 端口标识TLV，用来标识PDU发送端的端口索引 可选 

Port Name 端口名称TLV，用来标识PDU发送端的端口名称 可选 

System Name 系统名称TLV，表示设备的名称 可选 

Chassis ID 框号TLV，表示发送端口所在的框号 可选 

Slot ID 槽位号TLV，表示发送端口所在的槽位号 可选 

Sub Slot ID 子槽位号TLV，表示发送端口所在的子槽位号 可选 

 

1.1.3  环路检测时间间隔 

由于网络时刻处于变化中，因此环路检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发送环路检测报

文来确定各端口是否出现环路、以及存在环路的端口上是否已消除环路等，这个时间间隔就称为环

路检测的时间间隔。 

1.1.4  环路检测处理模式 

环路检测的处理模式是指当系统检测到端口出现环路时的处理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 Block 模式：当系统检测到端口出现环路时，除了生成日志信息外，还会禁止端口学习 MAC
地址并将端口阻塞。 

• No-learning 模式：当系统检测到端口出现环路时，除了生成日志信息外，还会禁止端口学习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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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tdown 模式：当系统检测到端口出现环路时，除了生成日志信息外，还会自动关闭该端口，

使其不能收发任何报文。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当系统检测到端口出现环路时，除了生成日志信息外

不对该端口进行任何处理。 

1.1.5  端口状态自动恢复 

在 Block 模式和 No-learning 模式下，当设备检测到某端口出现环路后，若在三倍的环路检测时间

间隔内仍未收到环路检测报文，就认为该端口上的环路已消除，自动将该端口恢复为正常转发状态，

并通知给用户。这个过程就是端口状态的自动恢复过程。 

在 Shutdown 模式下，出现环路的端口先被自动关闭，然后在 shutdown-interval 命令（请参

考“基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设备管理”）所配置的时间之后自动恢复。如果此时环路尚未消除，

该端口将被再次关闭，然后恢复……如此往复直至环路消除。 

 

当网络中存在环路时，为防止大量报文的冲击，设备会丢弃部分报文。而如果环路检测报文也被丢

弃，设备在端口状态自动恢复功能的作用下会误判定环路已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将环路检测

的处理模式配置为 Shutdown 模式，或当设备提示出现环路时通过手工排查来消除环路。 

 

1.2  环路检测配置任务简介 

环路检测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环路检测功能 

 全局开启环路检测功能 

 在端口上开启环路检测功能 

(2) （可选）配置环路检测处理模式 

 全局配置环路检测处理模式 

 在接口上配置环路检测处理模式 

(3) （可选）配置环路检测时间间隔 

1.3  开启环路检测功能 

1.3.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环路检测时，需要注意：设备全局或者端口开启环路检测功能，当设备上任一端口收到设备发

送的任一 VLAN 的环路检测报文时，会触发该端口的环路保护动作。 

1.3.2  全局开启环路检测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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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局开启环路检测功能。 
loopback-detection global enable vlan { vlan-id-list | all } 

缺省情况下，环路检测功能处于全局关闭状态。 

1.3.3  在端口上开启环路检测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在端口上开启环路检测功能。 
loopback-detection enable vlan { vlan-id-list | all }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的环路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  配置环路检测处理模式 

1.4.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可以在系统视图下全局配置环路检测的处理模式，也可以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当前端口的环路检

测处理模式。系统视图下的配置对所有端口都有效，接口视图下的配置则只对当前端口有效，且接

口视图下的配置优先级较高。 

1.4.2  全局配置环路检测处理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配置环路检测的处理模式。 
loopback-detection global action shutdown 

缺省情况下，当系统检测到端口出现环路时不对该端口进行任何处理，仅生成日志信息。 

1.4.3  在接口上配置环路检测处理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在端口上配置环路检测的处理模式。 
loopback-detection action { block | no-learning | shutdown } 

缺省情况下，当系统检测到端口出现环路时不对该端口进行任何处理，仅生成日志信息。 

不同接口下支持配置处理模式不同，具体支持情况请参见命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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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配置环路检测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当开启了环路检测功能后，系统开始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发送环路检测报文，该间隔越长耗费的系统

性能越少，该间隔越短环路检测的灵敏度越高。用户可以通过本配置调整发送环路检测报文的时间

间隔，以在系统性能和环路检测的灵敏度之间进行平衡。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环路检测的时间间隔。 
loopback-detection interval-time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环路检测的时间间隔为 30 秒。 

1.6  环路检测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环路检测的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环路检测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环路检测的配置和运行情况 display loopback-detection 

 

1.7  环路检测典型配置举例 

1.7.1  环路检测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三台设备 Device A、Device B 和 Device C 组成一个物理上的环形网络。 

• 通过在 Device A 上配置环路检测功能，使系统能够自动关闭 Device A 上出现环路的端口，并

通过打印日志信息来通知用户检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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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3 环路检测基本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00，并全局开启该 VLAN 内的环路检测功能。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00 

[DeviceA–vlan100] quit 

[DeviceA] loopback-detection global enable vlan 100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类型，并允许 VLAN 100
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全局配置环路检测的处理模式为 Shutdown 模式。 
[DeviceA] loopback-detection global action shutdown 

# 配置环路检测的时间间隔为 35 秒。 
[DeviceA] loopback-detection interval-time 35 

(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0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00 

[DeviceB–vlan100] quit 

GE1/0/1

Device A

Device B Device C

GE1/0/2

VLA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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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类型，并允许 VLAN 100
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Device C 

# 创建 VLAN 100。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vlan 100 

[DeviceC–vlan100]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类型，并允许 VLAN 100
通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当配置完成后，系统在一个环路检测时间间隔内在 Device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都检测到了环路，于是将这两个端口自动关闭，并打印了如下日志信息： 
[DeviceA] 

%Feb 24 15:04:29:663 2013 DeviceA LPDT/4/LPDT_LOOPED: Loopback exists on 
GigabitEthernet1/0/1. 

%Feb 24 15:04:29:667 2013 DeviceA LPDT/4/LPDT_LOOPED: Loopback exists on 
GigabitEthernet1/0/2. 

%Feb 24 15:04:44:243 2013 DeviceA LPDT/5/LPDT_RECOVERED: Loopback on GigabitEthernet1/0/1 
recovered. 

%Feb 24 15:04:44:248 2013 DeviceA LPDT/5/LPDT_RECOVERED: Loopback on GigabitEthernet1/0/2 
recovered. 

使用 display loopback-detection 命令可以查看 Device A 上环路检测的配置和运行情况： 

# 显示 Device A 上环路检测的配置和运行情况。 
[DeviceA] display loopback-detection 

Loopback detection is enabled. 

Loopback detection interval is 35 second(s). 

No loopback is detected. 

由此可见，Device A 上并未显示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检测到环

路，这是由于环路检测功能运行在 Shutdown 模式下，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出现环路后均已被自动关闭，因此这两个端口上的环路已消除。此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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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interface 命 令 分 别 查 看 Device A 上 端 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的状态信息： 

# 显示 Device A 上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状态信息。 
[DeviceA] displa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1/0/1 current state: DOWN (Loopback detection down) 

... 

# 显示 Device A 上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的状态信息。 
[DeviceA] displa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GigabitEthernet1/0/2 current state: DOWN (Loopback detection down) 

... 

由此可见，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均已被环路检测模块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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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LAN 
1.1  VLAN简介 

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虚拟局域网）技术把一个物理 LAN 划分成多个逻辑的 LAN—

—VLAN，处于同一 VLAN 的主机能直接互通，而处于不同 VLAN 的主机则不能直接互通，从而增

强了局域网的安全性。划分 VLAN 后，广播报文被限制在同一个 VLAN 内，即每个 VLAN 是一个广

播域，有效地限制了广播域的范围。通过 VLAN 可以将不同的主机划分到不同的工作组，同一工作

组的主机可以位于不同的物理位置，网络构建和维护更方便灵活。 

1.1.1  VLAN报文封装 

要使网络设备能够分辨不同 VLAN 的报文，需要在报文中添加标识 VLAN 的字段。IEEE 802.1Q 协

议规定，在以太网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和源 MAC 地址字段之后、协议类型字段之前加入 4 个字节

的 VLAN Tag，用以标识 VLAN 的相关信息。 

图1-1 VLAN Tag 的组成字段 

 

 

如 图 1-1 所示，VLAN Tag包含四个字段，分别是TPID（Tag Protocol Identifier，标签协议标识符）、

Priority、CFI（Canonical Format Indicator，标准格式指示位）和VLAN ID。 

• TPID：协议规定 TPID 取值为 0x8100 时表示报文带有 VLAN Tag，但各设备厂商可以自定义

该字段的值。当邻居设备将 TPID 值配置为非 0x8100 时，为了能够识别这样的报文，实现互

通，必须在本设备上修改 TPID 值，确保和邻居设备的 TPID 值配置一致。如果报文的 TPID
值为配置值或0x8100，则该报文被认为带有VLAN Tag。配置TPID值的相关命令请参见“二

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QinQ”。 

• Priority：用来表示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长度为 3 比特，相关内容请参见“ACL 和 QoS 配

置指导/QoS”中的“附录”。 

• CFI：用来表示 MAC 地址在不同的传输介质中是否以标准格式进行封装，长度为 1 比特。取

值为 0 表示 MAC 地址以标准格式进行封装，为 1 表示以非标准格式封装。在以太网中，CFI
取值为 0。 

• VLAN ID：用来表示该报文所属 VLAN 的编号，长度为 12 比特。由于 0 和 4095 为协议保留

取值，所以 VLAN ID 的取值范围为 1～4094。 

网络设备根据报文是否携带 VLAN Tag 以及携带的 VLAN Tag 信息，来对报文进行处理，利用 VLAN 
ID 来识别报文所属的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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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支持 Ethernet II、802.3/802.2 LLC、802.3/802.2 SNAP 和 802.3 raw 封装格式，本文以

Ethernet II 型封装为例。802.3/802.2 LLC、802.3/802.2 SNAP 和 802.3 raw 封装格式添加

VLAN Tag 字段的方式请参见相关协议规范。 

对于携带有多层 VLAN Tag 的报文，设备会根据其最外层 VLAN Tag 进行处理，而内层 VLAN Tag
会被视为报文的普通数据部分。 

 

1.1.2  VLAN的划分 

VLAN 根据划分方式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类型，下面列出了几种最常见的 VLAN 类型： 

• 基于端口的 VLAN 

• 基于 MAC 地址的 VLAN 

• 基于 IP 子网的 VLAN 

• 基于协议的 VLAN 

如果某个接口下同时使能以上四种 VLAN，则缺省情况下 VLAN 的匹配将按照 MAC VLAN、IP 子

网 VLAN、协议 VLAN、端口 VLAN 的先后顺序进行。 

1.1.3  基于端口的VLAN 

基于端口划分 VLAN 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VLAN 划分方法。它按照设备端口来定义 VLAN 成员，将

指定端口加入到指定 VLAN 中之后，该端口就可以转发该 VLAN 的报文。 

1. 端口的链路类型 

端口的链路类型分为三种，端口的链路类型决定了端口能否加入多个 VLAN。不同链路类型的端口

在转发报文时对 VLAN Tag 的处理方式不同： 

• Access：端口只能发送一个 VLAN 的报文，发出去的报文不带 VLAN Tag。一般用于和不能

识别 VLAN Tag 的用户终端设备相连，或者不需要区分不同 VLAN 成员时使用。 

• Trunk：端口能发送多个 VLAN 的报文，发出去的端口缺省 VLAN 的报文不带 VLAN Tag，其

他 VLAN 的报文都必须带 VLAN Tag。通常用于网络传输设备之间的互连。 

• Hybrid：端口能发送多个 VLAN 的报文，端口发出去的报文可根据需要配置某些 VLAN 的报

文带 VLAN Tag，某些 VLAN 的报文不带 VLAN Tag。在一些应用场景下，需要使用 Hybrid
端口的功能。比如在 1:2 VLAN 映射中，服务提供商网络的多个 VLAN 的报文在进入用户网络

前，需要剥离外层 VLAN Tag，此时 Trunk 端口不能实现该功能，因为 Trunk 端口只能使该端

口缺省 VLAN 的报文不带 VLAN Tag 通过。有关 1:2 VLAN 映射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

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映射”。 

2. 端口缺省VLAN 

端口缺省 VLAN 简称为 PVID（Port VLAN ID）。当端口收到 Untagged 报文时，会认为该报文所属

的 VLAN 为 PVID。 

Access 端口的 PVID 就是它所在的 VLAN。 

Trunk 端口和 Hybrid 端口可以允许多个 VLAN 通过，能够配置端口 P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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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端口对报文的处理方式 

端口对报文的接收和发送的处理有几种不同情况，具体情况请参看 表 1-1。 

表1-1 不同链路类型端口收发报文的差异 

端口类型 
对接收报文的处理 

对发送报文的处理 
当接收到的报文不带 Tag 时 当接收到的报文带有 Tag 时

Access端口 为报文添加端口PVID的Tag

• 当报文的 VLAN ID 与

端口的 PVID 相同时，

接收该报文 

• 当报文的 VLAN ID 与

端口的 PVID 不同时，

丢弃该报文 

去掉Tag，发送该报文 

Trunk端口 

• 当端口的 PVID 在端口

允许通过的 VLAN ID
列表里时，接收该报

文，给报文添加 PVID
的 Tag 

• 当端口的 PVID 不在端

口允许通过的VLAN ID
列表里时，丢弃该报文

• 当报文的 VLAN ID 在

端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列表里时，接收该报

文 

• 当报文的 VLAN ID 不

在端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列表里时，丢

弃该报文 

• 当报文的 VLAN ID 与端口的

PVID 相同，且是该端口允许通

过的 VLAN ID 时：去掉 Tag，
发送该报文 

• 当报文的 VLAN ID 与端口的

PVID 不同，且是该端口允许通

过的 VLAN ID 时：保持原有

Tag，发送该报文 

Hybrid端口 

当报文的VLAN ID是端口允许通过

的VLAN ID时，发送该报文，并可

以配置端口在发送该VLAN的报文

时是否携带Tag 

 

1.1.4  基于MAC地址的VLAN 

基于 MAC 的 VLAN 是根据报文的源 MAC 地址来划分 VLAN。设备维护的 MAC VLAN 表记录了

MAC 地址和 VLAN 的对应关系。这种划分方法的最大优点就是当用户物理位置发生变化，VLAN 不

用重新配置。所以这种根据 MAC 地址的划分方法也称为基于用户的 VLAN。 

1. 手动配置静态MAC VLAN 

手动配置静态 MAC VLAN 常用于 VLAN 中用户相对较少的网络环境。在该方式下，用户需要手动

配置 MAC VLAN 表项，开启基于 MAC 地址的 VLAN 功能，并将端口加入 MAC VLAN。其原理为： 

• 当端口收到的报文为 Untagged 报文时，根据报文的源 MAC 地址匹配 MAC VLAN 表项。首

先进行精确匹配，即查询表中掩码为全F的表项。如果报文中的源MAC地址与某MAC VLAN
表项中的 MAC 地址完全相同，则精确匹配成功，给报文添加表项中对应的 VLAN Tag 并转发

该报文；如果精确匹配失败，则进行模糊匹配，即查询 MAC VLAN 表中掩码不是全 F 的表项，

将源MAC地址和掩码相与运算后与MAC VLAN表项中的MAC地址匹配，如果完全相同，则

模糊匹配成功，给报文添加表项中对应的 VLAN Tag 并转发该报文；如果没有找到匹配的

MAC VLAN 表项，则继续按照其他原则（基于 IP 子网的 VLAN、基于协议的 VLAN、基于端

口的 VLAN）确定报文所属的 VLAN，给报文添加对应的 VLAN Tag 并转发该报文。 

• 当端口收到的报文为 Tagged 报文时，如果报文的 VLAN ID 在该端口允许通过的 VLAN ID 列

表里，则转发该报文；否则丢弃该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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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态触发端口加入静态MAC VLAN 

手动配置静态 MAC VLAN 时，如果不能确定从哪些端口收到指定 VLAN 的报文，就不能把相应端

口加入到 MAC VLAN。此时可以采用动态触发端口加入静态 MAC VLAN 的方式。在该方式下，配

置MAC VLAN表项后，需要在端口上开启基于MAC的VLAN功能和MAC VLAN的动态触发功能，

不需要手动把端口加入 MAC VLAN。 

配置动态触发端口加入静态MAC VLAN后，端口在收到报文时，首先判断报文是否携带VLAN Tag，
若带 VLAN Tag，则直接获取报文源 MAC 地址；若不带 VLAN Tag，则先进行报文 VLAN 选择（按

照基于 MAC 的 VLAN->基于 IP 子网的 VLAN->基于协议的 VLAN->基于端口的 VLAN 的优先次序

为该 Untagged 报文添加对应的 VLAN Tag，并获取该 VLAN Tag），再获取报文源 MAC 地址，然

后根据报文的源 MAC 地址和 VLAN 查询静态 MAC VLAN 表项： 

• 如果报文源 MAC 地址与 MAC VLAN 表项中的 MAC 地址精确匹配，再检查报文的 VLAN ID
是否与对应表项中的 VLAN ID 一致，若一致，通过该报文动态触发端口加入相应 VLAN，同

时转发该报文；否则丢弃该报文。 

• 如果报文源MAC地址与MAC VLAN表项的MAC地址不精确匹配，当报文VLAN ID为PVID，判

断端口是否允许报文在PVID内转发，若允许，则在PVID中转发该报文，否则丢弃该报文。当

报文VLAN ID不为PVID，判断是否报文VLAN ID为Primary VLAN ID且PVID为对应的

Secondary VLAN ID，若是，则转发该报文；否则丢弃该报文。处理流程如 图 1-2 所示： 

图1-2 动态触发端口加入静态 MAC VLAN 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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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动态MAC VLAN 

动态 MAC VLAN 是由接入认证过程来动态决定接入用户报文所属的 VLAN。该功能需要和接入认

证功能（比如端口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 802.1X）配合使用，以实现终端的安全、灵活接

入。在设备上配置动态 MAC VLAN 功能以后，还需要在接入认证服务器上配置用户名和 VLAN 的

绑定关系。 

如果用户发起认证请求，接入认证服务器先对用户名和密码进行验证，如果验证通过，服务器下发

VLAN 信息。此时设备根据请求报文的源 MAC 地址和下发的 VLAN 信息生成动态 MAC VLAN 表项

（要求与已有的静态 MAC VLAN 表项不能冲突），并将 MAC VLAN 添加到端口允许通过的 VLAN
列表中。用户下线后，设备自动删除 MAC VLAN 表项，并将 MAC VLAN 从端口允许通过的 VLAN
列表中删除。 

有关接入认证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802.1X”和“MAC 地址认证”。 

1.1.5  基于IP子网的VLAN 

基于 IP 子网的 VLAN（简称子网 VLAN）是根据报文源 IP 地址及子网掩码来进行划分的。设备从

端口收到 Untagged 报文后，会根据报文的源 IP 地址来确定报文所属的 VLAN，然后将报文自动划

分到指定 VLAN 中传输。 

此特性主要用于将指定网段或 IP 地址的报文划分到指定的 VLAN 中传送。 

1.1.6  基于协议的VLAN 

基于协议的 VLAN（简称协议 VLAN）是根据端口接收到的报文所属的协议（族）类型以及封装格

式来给报文分配不同的 VLAN ID。可用来划分 VLAN 的协议有 IP、IPX、AT（AppleTalk，Apple
计算机网络协议）等，封装格式有 Ethernet II、802.3 raw、802.2 LLC、802.2 SNAP 等。 

此特性主要应用于将网络中提供的服务类型与 VLAN 相关联，方便管理和维护。 

1.1.7  不同VLAN间的三层互通 

不同 VLAN 间的主机不能直接通信，通过在设备上创建并配置 VLAN 接口，可以实现 VLAN 间的三

层互通。 

VLAN 接口是一种三层的虚拟接口，它不作为物理实体存在于设备上。每个 VLAN 对应一个 VLAN
接口，在为 VLAN 接口配置了 IP 地址后，该 IP 地址即可作为本 VLAN 内网络设备的网关地址，此

时该 VLAN 接口能对需要跨网段的报文进行三层转发。 

1.1.8  协议规范 

与 VLAN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IEEE 802.1Q：IEEE Standard for Local and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s-Virtual Bridged 
Local Area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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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配置VLAN 

1.2.1  配置限制和指导 

VLAN 1 为系统缺省 VLAN，用户不能手工创建和删除。 

动态学习到的 VLAN，以及被其他应用锁定不让删除的 VLAN，都不能使用 undo vlan 命令直接

删除。只有将相关配置删除之后，才能删除相应的 VLAN。 

1.2.2  创建VLAN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VLAN。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创建一个 VLAN，并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批量创建 VLAN，然后进入 VLAN 视图。 
vlan { vlan-id-list | all }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系统只有一个缺省 VLAN（VLAN 1）。 

(3) （可选）指定 VLAN 的名称。 
name text 

缺省情况下，VLAN 的名称为“VLAN vlan-id”，其中 vlan-id 为该 VLAN 的四位数编号，

如果该 VLAN 的编号不足四位，则会在编号前增加 0，补齐四位。例如，VLAN 100 的名称为

“VLAN 0100”。 

(4) （可选）配置 VLAN 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VLAN的描述信息为“VLAN vlan-id”，其中 vlan-id为该 VLAN的四位数

编号，如果该 VLAN 的编号不足四位，则会在编号前增加 0，补齐四位。例如，VLAN 100 的

描述信息为“VLAN 0100”。 

1.3  配置基于端口的VLAN 

1.3.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当执行 undo vlan命令删除的 VLAN 是某个端口的 PVID 时，对 Access 端口，端口的 PVID
会恢复到 VLAN 1；对 Trunk或 Hybrid端口，端口的 PVID配置不会改变，即它们可以使用已

经不存在的 VLAN 作为端口 PVID。 

• 建议本端设备端口的 PVID 和相连的对端设备端口的 PVID 保持一致。 

• 建议保证端口的 PVID 为端口允许通过的 VLAN。如果端口不允许某 VLAN 通过，但是端口的

PVID 为该 VLAN，则端口会丢弃收到的该 VLAN 的报文或者不带 VLAN Tag 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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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配置基于Access端口的VLAN 

1. 简介 

配置基于 Access 端口的 VLAN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 VLAN 视图下进行配置，另一种是在接口视

图下进行配置。 

2. 在VLAN视图下配置基于Access端口的VLAN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向当前 VLAN 中添加一个或一组 Access 端口。 
port interface-list 

缺省情况下，系统将所有端口都加入到 VLAN 1。 

3. 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基于Access端口的VLAN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类型。 
port link-type access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4) 将 Access 端口加入到指定 VLAN。 
port access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所有 Access 端口都属于 VLAN 1。 

在将 Access 端口加入到指定 VLAN 之前，该 VLAN 必须已经存在。 

1.3.3  配置基于Trunk端口的VLAN 

1. 简介 

Trunk 端口可以加入多个 VLAN。基于 Trunk 端口的 VLAN 只能在接口视图下配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Trunk 端口不能直接切换为 Hybrid 端口，只能先将 Trunk 端口配置为 Access 端口，再配置为 Hybrid
端口。 

配置端口 PVID 后，必须使用 port trunk permit vlan 命令配置允许 PVID 的报文通过，接口

才能转发 PVID 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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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Trunk 类型。 
port link-type trunk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类型。 

(4) 允许指定的 VLAN 通过当前 Trunk 端口。 
port trunk permit vlan { vlan-id-list | all } 

缺省情况下，Trunk 端口只允许 VLAN 1 的报文通过。 

(5) （可选）配置 Trunk 端口的 PVID。 
port trunk pvid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Trunk 端口的 PVID 为 VLAN 1。 

1.3.4  配置基于Hybrid端口的VLAN 

1. 简介 

Hybrid 端口可以加入多个 VLAN。基于 Hybrid 端口的 VLAN 只能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将 Hybrid 端

口加入 VLAN 时，指定 VLAN 必须已经存在。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Hybrid 端口不能直接切换为 Trunk 端口，只能先将 Hybrid 端口配置为 Access 端口，再配置为 Trunk
端口。 

配置端口 PVID 后，必须使用 port hybrid vlan 命令配置允许 PVID 的报文通过，出接口才能

转发 PVID 的报文。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Hybrid 类型。 
port link-type hybrid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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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允许指定的 VLAN 通过当前 Hybrid 端口。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 tagged | untagged } 

缺省情况下，Hybrid 端口只允许该端口在链路类型为 Access 时的所属 VLAN 的报文以

Untagged 方式通过。 

(5) （可选）配置 Hybrid 端口的 PVID。 
port hybrid pvid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Hybrid 端口的 PVID 为该端口在链路类型为 Access 时的所属 VLAN。 

1.4  配置基于MAC的VLAN 

1.4.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基于 MAC 的 VLAN 只对 Hybrid 端口配置有效。 

• 基于MAC的VLAN功能主要在用户的接入设备的下行端口上进行配置，不能和聚合功能同时

使用。 

1.4.2  手动配置静态MAC VLAN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MAC VLAN 表项。 
mac-vlan mac-address mac-address [ mask mac-mask ] vlan vlan-id [ dot1q 
priority ] 

(3)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Hybrid 类型。 
port link-type hybrid 

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的链路类型均为 Access 类型。 

(5) 允许基于 MAC 的 VLAN 通过当前 Hybrid 端口。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 tagged | untagged } 

缺省情况下，Hybrid 端口只允许该端口在链路类型为 Access 时的所属 VLAN 的报文以

Untagged 方式通过。 

(6) 开启 MAC VLAN 功能。 
mac-vlan enable 

缺省情况下，MAC VLA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7) （可选）配置接口优先根据 MAC 地址来匹配 VLAN。 
vlan precedence mac-vlan 

缺省情况下，对于基于 MAC 的 VLAN 和基于 IP 子网的 VLAN，优先根据 MAC 地址来匹配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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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配置动态触发端口加入静态MAC VLAN 

1. 功能简介 

当端口接收报文的源 MAC 地址精确匹配了 MAC VLAN 表项时，动态触发端口加入 MAC VLAN。

源 MAC 地址匹配的 VLAN 必须是静态 VLAN（本地手工创建的 VLAN）。 

端口自动加入 MAC VLAN 表项中相应的 VLAN 时，若端口此前未配置允许该 VLAN 通过，则端口

自动以 Untagged 方式加入该 VLAN；若端口此前已配置允许该 VLAN 通过，则不改变原有配置。 

当端口对 MAC VLAN 的中的报文进行转发时，根据 MAC VLAN 的优先级（MAC 地址对应 VLAN
的 802.1p 优先级）高低来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如果用户在同一端口上同时配置了 1.4.2  手动配置静态MAC VLAN和 1.4.3  配置动态触发端

口加入静态MAC VLAN，此时该端口选择使用后者的功能。 

• 不建议 MAC VLAN 的动态触发功能和 802.1X/MAC 地址认证功能同时使用，否则会影响

802.1X/MAC 地址认证功能的正常工作。 

• 不建议MAC VLAN的动态触发功能与MAC地址禁止学习功能或MAC地址数学习上限功能同

时使用，否则部分流量可能被丢弃： 

 同时配置 MAC VLAN 的动态触发功能与 MAC 地址禁止学习功能时，仅精确匹配了 MAC 
VLAN 的报文能够正常转发，未精确匹配的报文将被丢弃。 

 同时配置 MAC VLAN 的动态触发功能与 MAC 地址数学习上限功能时，当接口学习到的

MAC 地址到达所配置的上限后，仅匹配 MAC 地址表中已学习到的表项的报文能够正常转

发，其余报文将被丢弃。 

• 配置 MSTP 情况下，如果端口在要加入的 VLAN 对应的 MSTP 实例中是阻塞状态，则端口会

丢弃收到的报文，造成 MAC 地址不能上送，不能完成动态触发端口加入静态 MAC VLAN，

因此不建议本功能和多实例 MSTP 同时使用。 

• 配置 PVST 情况下，如果端口要加入的 VLAN 不为端口允许通过的 VLAN，则端口处于阻塞

状态，会丢弃收到的报文，造成 MAC 地址不能上送，不能完成动态触发端口加入静态 MAC 
VLAN，因此不建议本功能和 PVST 同时使用。 

• 当端口配置了自动模式下的 Voice VLAN，又配置本功能时，两个功能可能会相互影响，导致

其中某个功能不可用。当端口同时配置了本功能和自动模式下的 Voice VLAN，再取消其中任

何一个功能的配置，会导致另一个功能不可用。因此不建议同一端口同时配置本功能和自动

模式下的 Voice VLAN。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MAC VLAN 表项。 
mac-vlan mac-address mac-address vlan vlan-id [ dot1q priority ] 

(3)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Hybrid 类型。 
port link-type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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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的链路类型均为 Access 类型。 

(5) 开启 MAC VLAN 功能。 
mac-vlan enable 

缺省情况下，MAC VLA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6) 开启 MAC VLAN 的动态触发功能。 
mac-vlan trigg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MAC VLAN 的动态触发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7) （可选）配置接口优先根据 MAC 地址来匹配 VLAN。 
vlan precedence mac-vlan 

缺省情况下，对于基于 MAC 的 VLAN 和基于 IP 子网的 VLAN，优先根据 MAC 地址来匹配

VLAN。 

(8) （可选）配置当报文源 MAC 地址与 MAC VLAN 表项的 MAC 地址未精确匹配时，禁止该报文

在 PVID 内转发。 
port pvid forbidden 

缺省情况下，当报文源MAC地址与MAC VLAN表项的MAC地址未精确匹配时，允许该报文

在 PVID 内转发。 

1.4.4  配置动态MAC VLAN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Hybrid 类型。 
port link-type hybrid 

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的链路类型均为 Access 类型。 

(4) 允许基于 MAC 的 VLAN 通过当前 Hybrid 端口。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 tagged | untagged } 

缺省情况下，Hybrid 端口只允许该端口在链路类型为 Access 时的所属 VLAN 的报文以

Untagged 方式通过。 

(5) 开启 MAC VLAN 功能。 
mac-vlan enable 

缺省情况下，MAC VLA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6) 配置接入认证功能。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802.1X。 

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802.1X”。 

 配置 MAC 地址认证。 

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MAC 地址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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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配置基于IP子网的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基于 IP 子网的 VLAN 只对 Hybrid 端口配置有效，只对 Untagged 报文应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 VLAN 与指定的 IP 子网或 IP 地址关联。 
ip-subnet-vlan [ ip-subnet-index ] ip ip-address [ mask ] 

缺省情况下，VLAN 未关联 IP 子网或 IP 地址。 

VLAN 关联的 IP 网段或 IP 地址不允许是组播网段或组播地址。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6)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Hybrid 类型。 
port link-type hybrid 

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的链路类型均为 Access 类型。 

(7) 允许子网 VLAN 通过当前端口。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 tagged | untagged } 

缺省情况下，Hybrid 端口只允许该端口在链路类型为 Access 时的所属 VLAN 的报文以

Untagged 方式通过。 

(8) 配置端口与子网 VLAN 关联。 
port hybrid ip-subnet-vlan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端口未关联子网 VLAN。 

1.6  配置基于协议的VLAN 

1. 功能简介 

协议 VLAN 由协议模板定义。协议模板是用来匹配报文所属协议类型的标准，由“协议类型＋封装

格式”组成。对于一个协议 VLAN 来说，其绑定的多个协议模板用协议索引（protocol-index）

来区分；对于不同的协议 VLAN 来说，其绑定的协议模板用协议 vlan-id 和 protocol-index

来唯一标识。最后通过命令行将协议 VLAN 中的协议模板与端口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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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端口收到 Untagged 报文时，如果该报文携带的协议类型和封装格式与某协议模板相匹配，则为

其添加该协议模板绑定的协议 vlan-id 的 VLAN Tag，否则为其添加 PVID 的 VLAN Tag。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协议 VLAN 时，需要注意的是，协议 VLAN 特性要求 Hybrid 入端口的报文格式为 Untagged
的，而自动模式下的 Voice VLAN 只支持 Hybrid 端口对 Tagged 的语音流进行处理，因此，不能将

某个 VLAN 同时配置为协议 VLAN 和 Voice VLAN。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 VLAN 与指定的协议模板关联。 
protocol-vlan [ protocol-index ] { at | ipv4 | ipv6 | ipx { ethernetii | llc 
| raw | snap } | mode { ethernetii etype etype-id | llc { dsap dsap-id [ ssap 
ssap-id ] | ssap ssap-id } | snap etype etype-id } } 

缺省情况下，当前 VLAN 未关联协议模板。 

(4) 退出 VLAN 视图。 
quit 

(5)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6)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Hybrid 类型。 
port link-type hybrid 

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的链路类型均为 Access 类型。 

(7) 允许协议 VLAN 通过当前端口。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 tagged | untagged } 

缺省情况下，Hybrid 端口只允许该端口在链路类型为 Access 时的所属 VLAN 的报文以

Untagged 方式通过。 

(8) 配置端口与协议 VLAN 关联。 
port hybrid protocol-vlan vlan vlan-id { protocol-index [ to 
protocol-end ] | all } 

缺省情况下，端口未关联协议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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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配置VLAN组 

1. 功能简介 

VLAN组是一组VLAN的集合。VLAN组内可以添加多个VLAN列表，一个VLAN列表表示一组VLAN 
ID 连续的 VLAN。 

认证服务器可以通过下发VLAN组名的方式为通过802.1X认证的用户或通过MAC地址认证的用户

下发一组授权 VLAN。有关 802.1X 和 MAC 地址认证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

“802.1X”和“MAC 地址认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一个 VLAN 组，并进入 VLAN 组视图。 
vlan-group group-name 

(3) 在 VLAN 组内添加 VLAN 成员。 
vlan-list vlan-id-list 

缺省情况下，当前 VLAN 组中不存在 VLAN 列表。 

可以多次在当前 VLAN 组内添加 VLAN 成员。 

1.8  配置VLAN接口 

1.8.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VLAN 接口基本属性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对在 Primary VLAN interface 下配置了三层互通的

Secondary VLAN 创建对应的 VLAN 接口。有关 Secondary VLAN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

-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Private VLAN”。 

1.8.2  VLAN接口配置任务简介 

VLAN 接口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VLAN接口 

(2) （可选）恢复VLAN接口的缺省配置 

1.8.3  配置准备 

在创建 VLAN 接口之前，对应的 VLAN 必须已经存在，否则将不能创建指定的 VLAN 接口。 

1.8.4  创建VLAN接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VLAN 接口，并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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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 
ip address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sub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 

(4) （可选）配置 VLAN 接口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VLAN 接口的描述信息为该 VLAN 接口的接口名，如“Vlan-interface1 
Interface”。 

(5) （可选）配置 VLAN 接口的 MTU 值。 
mtu size 

缺省情况下，VLAN 接口的 MTU 值为 1500 字节。 

(6) （可选）配置 VLAN 接口的期望带宽。 
bandwidth bandwidth-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期望带宽＝接口的波特率÷1000（kbps）。 

(7) 取消手工关闭 VLAN 接口。 
undo shutdown 

缺省情况下，未手工关闭 VLAN 接口，此时 VLAN 接口状态受 VLAN 中端口状态的影响。 

1.8.5  恢复VLAN接口的缺省配置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接口下的某些配置恢复到缺省情况后，会对设备上当前运行的业务产生影响。建议您在执行该命

令前，完全了解其对网络产生的影响。 

 

您可以在执行 default 命令后通过 display this 命令确认执行效果。对于未能成功恢复缺省

的配置，建议您查阅相关功能的命令手册，手工执行恢复该配置缺省情况的命令。如果操作仍然不

能成功，您可以通过设备的提示信息定位原因。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2) system-view 

(3) 进入 VLAN 接口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4) 恢复 VLAN 接口的缺省配置。 
default 

1.9  VLAN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VLAN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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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VLAN 接口统计信息。 

表1-2 VLAN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VLAN接口相关信息 display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 interface-number ] 
[ brief [ description | down ] ] 

显示端口关联的子网VLAN的信息 
display ip-subnet-vlan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1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2 ] 
| all } 

显示指定的或所有子网VLAN的信

息 
display ip-subnet-vlan vlan { vlan-id1 [ to vlan-id2 ] | 
all } 

显示设备上存在的Hybrid或Trunk
端口 

display port { hybrid | trunk } 

显示端口关联的协议VLAN的信息 display protocol-vlan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1 [ to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2 ] | all } 

显示指定的或所有协议VLAN的信

息 
display protocol-vlan vlan { vlan-id1 [ to vlan-id2 ] | all }

显示VLAN相关信息 display vlan [ vlan-id1 [ to vlan-id2 ] | all | dynamic | 
reserved | static ] 

显示设备上所有已创建VLAN的概

要信息 
display vlan brief 

显示创建的VLAN组及其VLAN成

员列表 
display vlan-group [ group-name ] 

清除VLAN接口的统计信息 reset counters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 interface-number ] 

 

1.10  VLAN典型配置举例 

1.10.1  基于端口的VLAN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Host A 和 Host C 属于部门 A，但是通过不同的设备接入公司网络；Host B 和 Host D 属于部

门 B，也通过不同的设备接入公司网络。 

• 为了通信的安全性，也为了避免广播报文泛滥，公司网络中使用 VLAN 技术来隔离部门间的

二层流量。其中部门 A 使用 VLAN 100，部门 B 使用 VLAN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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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3 基于端口的 VLAN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00，并将 GigabitEthernet1/0/1 加入 VLAN 100。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00 

[DeviceA-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vlan100] quit 

# 创建 VLAN 200，并将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 VLAN 200。 
[DeviceA] vlan 200 

[DeviceA-vlan2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vlan200] quit 

# 为了使 Device A 上 VLAN 100 和 VLAN 200 的报文能发送给 Device B，将

GigabitEthernet1/0/3的链路类型配置为Trunk，并允许VLAN 100和VLAN 200的报文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200 

(2) Device B 上的配置与 Device A 上的配置相同，不再赘述。 

(3) 将 Host A 和 Host C 配置在一个网段，比如 192.168.100.0/24；将 Host B 和 Host D 配置在

一个网段，比如 192.168.200.0/24。 

4. 验证配置 

(1) Host A 和 Host C 能够互相 ping 通，但是均不能 ping 通 Host B 和 Host D。Host B 和 Host D
能够互相 ping 通，但是均不能 ping 通 Host A 和 Host C。 

(2)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是否成功。 

# 查看 Device A 上 VLAN 100 和 VLAN 200 的配置信息，验证以上配置是否生效。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display vlan 100 

 VLAN ID: 100 

 VLAN type: Static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100 

 Name: VLAN 0100 

 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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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display vlan 200 

 VLAN ID: 200 

 VLAN type: Static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200 

 Name: VLAN 0200 

 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3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2 

1.10.2  基于MAC的VLAN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下图所示，Device A 和 Device C 的 GigabitEthernet1/0/1 端口分别连接到两个会议室，

Laptop1 和 Laptop2 是会议用笔记本电脑，会在两个会议室间移动使用。 

• Laptop1 和 Laptop2 分别属于两个部门，两个部门间使用 VLAN 100 和 VLAN 200 进行隔离。

现要求这两台笔记本电脑无论在哪个会议室使用，均只能访问自己部门的服务器，即 Server1
和 Server2。 

2. 组网图 

图1-4 基于 MAC 的 VLAN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Device A 的配置 

# 创建 VLAN 100 和 VLAN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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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00 

[DeviceA-vlan100] quit 

[DeviceA] vlan 200 

[DeviceA-vlan200] quit 

# 将 Laptop1 的 MAC 地址与 VLAN 100 关联，Laptop2 的 MAC 地址与 VLAN 200 关联。 
[DeviceA] mac-vlan mac-address 000d-88f8-4e71 vlan 100 

[DeviceA] mac-vlan mac-address 0014-222c-aa69 vlan 200 

# 配置终端的接入端口：Laptop1 和 Laptop2 均可能从 GigabitEthernet1/0/1 接入，将

GigabitEthernet1/0/1 的端口类型配置为 Hybrid，并使其在发送 VLAN 100 和 VLAN 200 的报

文时去掉 VLAN Tag；开启 GigabitEthernet1/0/1 端口的 MAC VLAN 功能。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100 200 untagge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mac-vlan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为了终端能够访问 Server1 和 Server2，需要将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的端口类型

配置为 Trunk，并允许 VLAN 100 和 VLAN 200 的报文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2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Device B 的配置 

# 创建 VLAN 100 和 VLAN 200，并将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 VLAN 100，
GigabitEthernet1/0/4 加入 VLAN 20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00 

[DeviceB-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vlan100] quit 

[DeviceB] vlan 200 

[DeviceB-vlan2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B-vlan200] quit 

# 配置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端口为 Trunk 端口，均允许 VLAN 100
和 VLAN 200 的报文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2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2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Device C 的配置 

Device C 的配置与 Device A 完全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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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 

(1) Laptop1 只能访问 Server1，不能访问 Server2；Laptop2 只能访问 Server2，不能访问

Server1。 

(2) 在 Device A 和 Device C 上可以查看到 Laptop1 和 VLAN 100、Laptop2 和 VLAN 200 的静态

MAC VLAN 地址表项已经生成。以 Device A 为例： 
[DeviceA] display mac-vlan all 

  The following MAC VLAN addresses exist: 

  S:Static  D:Dynamic 

  MAC address      Mask             VLAN ID  Priority    State 

  000d-88f8-4e71   ffff-ffff-ffff   100       0          S 

  0014-222c-aa69   ffff-ffff-ffff   200       0          S 

 

  Total MAC VLAN address count: 2 

1.10.3  基于IP子网的VLAN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下图所示，办公区的主机属于不同的网段 192.168.5.0/24 和 192.168.50.0/24，Device C 在收到

来自办公区主机的报文时，根据报文的源 IP 地址，使来自不同网段主机的报文分别在指定的 VLAN
中传输，其中，来自网段 192.168.5.0/24 的报文在 VLAN 100 中传输，来自网段 192.168.50.0/24
的报文在 VLAN 200 中传输。 

2. 组网图 

图1-5 基于 IP 子网的 VLAN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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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C 

# 配置子网 192.168.5.0/24 与 VLAN 100 关联。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vlan 100 

[DeviceC-vlan100] ip-subnet-vlan ip 192.168.5.0 255.255.255.0 

[DeviceC-vlan100] quit 

# 配置子网 192.168.50.0/24 与 VLAN 200 关联。 
[DeviceC] vlan 200 

[DeviceC-vlan200] ip-subnet-vlan ip 192.168.50.0 255.255.255.0 

[DeviceC-vlan200]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Hybrid 端口，允许 VLAN 100 通过，并且在发送 VLAN 
100 的报文时携带 VLAN Tag。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hybri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hybrid vlan 100 tagge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为 Hybrid 端口，允许 VLAN 200 通过，并且在发送 VLAN 
200 的报文时携带 VLAN Tag。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hybri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port hybrid vlan 200 tagge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Hybrid 端口，允许 VLAN 100、200 通过，并且在发送

VLAN 100、200 的报文时不携带 VLAN Tag。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100 200 untagged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基于 IP 子网的 VLAN 100、200 关联。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ip-subnet-vlan vlan 10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ip-subnet-vlan vlan 20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2) 配置 Device A 和 Device B 

配置 Device A 和 Device B 允许对应 VLAN 通过，配置过程略。 

4. 验证配置 

# 查看所有子网 VLAN 的信息。 
[DeviceC] display ip-subnet-vlan vlan all 

 VLAN ID: 100 

  Subnet index      IP address      Subnet mask 

  0                 192.168.5.0     255.255.255.0 

 

 VLAN ID: 200 

  Subnet index      IP address      Subnet mask 

  0                 192.168.50.0    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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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关联的子网 VLAN 的信息。 
[DeviceC] display ip-subnet-vla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VLAN ID   Subnet index    IP address       Subnet mask       Status 

  100       0               192.168.5.0      255.255.255.0     Active 

  200       0               192.168.50.0     255.255.255.0     Active 

1.10.4  基于协议的VLAN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下图所示，实验室网络中大部分主机运行 IPv4 网络协议，另外为了教学需要还部署了 IPv6 实验

局，因此，有些主机运行 IPv6 网络协议。为了避免互相干扰，将 VLAN 100 与 IPv4 协议、ARP 协

议关联，VLAN 200 与 IPv6 协议关联，通过协议 VLAN 将 IPv4 流量和 IPv6 流量二层互相隔离。 

2. 组网图 

图1-6 基于协议的 VLAN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 创建 VLAN 100，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 VLAN 100。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vlan 100 

[Device-vlan100] description protocol VLAN for IPv4 

[Device-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vlan100] quit 

# 创建 VLAN 200，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加入 VLAN 200。 

GE1/0/2GE1/0/1

GE1/0/3
GE1/0/4

IPv4 host A IPv4 host BIPv6 host A IPv6 host B

IPv4 server IPv6 server

Device

L2 switch A L2 switch B

VLAN 100 VLAN 100

VLAN 100

VLAN 200 VLAN 200

VLAN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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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vlan 200 

[Device-vlan200] description protocol VLAN for IPv6 

[Device-vlan2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4 

# 将 IPv6 协议报文划分到 VLAN 200 中传输。 
[Device-vlan200] protocol-vlan 1 ipv6 

[Device-vlan200] quit 

# 将 IPv4 协议报文和采用 Ethernet II 封装格式的 ARP 协议报文（ARP 报文对应的封装格式

为 Ethernet II）划分到 VLAN 100 中传输。 
[Device] vlan 100 

[Device-vlan100] protocol-vlan 1 ipv4 

[Device-vlan100] protocol-vlan 2 mode ethernetii etype 0806 

[Device-vlan100]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Hybrid 端口，允许 VLAN 100、200 通过，并且在发送

VLAN 100、200 的报文时不携带 VLAN Tag。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100 200 untagged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与 VLAN 100 的协议模板 1（即 IPv4 协议模板）、协议模板

2（即 ARP 协议模板）和 VLAN 200 的协议模板 1（即 IPv6 协议模板）进行绑定。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protocol-vlan vlan 100 1 to 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protocol-vlan vlan 200 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Hybrid 端口，允许 VLAN 100、200 通过，并且在发送

VLAN 100、200 的报文时不携带 VLAN Tag。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hybri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hybrid vlan 100 200 untagged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与 VLAN 100 的协议模板 1（即 IPv4 协议模板）、协议模板

2（即 ARP 协议模板）和 VLAN 200 的协议模板 1（即 IPv6 协议模板）进行绑定。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hybrid protocol-vlan vlan 100 1 to 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hybrid protocol-vlan vlan 200 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L2 switch A 和 L2 switch B 采用缺省配置 

(3) 配置 Host 和 Server 

将 IPv4 Host A、IPv4 Host B 和 IPv4 Server 配置在一个网段，比如 192.168.100.0/24；将

IPv6 Host A、IPv6 Host B 和 IPv6 Server 配置在一个网段，比如 2001::1/64。 

4. 验证配置 

(1) 通过 ping 命令查看 

VLAN 100 内的主机和服务器能够互相 Ping 通；VLAN 200 内的主机和服务器能够互相 Ping
通。但 VLAN 100 内的主机/服务器与 VLAN 200 内的主机/服务器之间会 Ping 失败。 

(2) 通过显示信息查看 

# 查看所有协议 VLAN 的信息。 
[Device] display protocol-vlan vla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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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N ID: 100 

  Protocol index  Protocol type 

  1               IPv4 

  2               Ethernet II Etype 0x0806 

 

 VLAN ID: 200 

  Protocol index  Protocol type 

  1               IPv6 

# 查看所有端口关联的协议 VLAN 的信息。 
[Device] display protocol-vlan interface all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VLAN ID  Protocol index  Protocol type             Status 

  100      1               IPv4                      Active 

  100      2               Ethernet II Etype 0x0806  Active 

  200      1               IPv6                      Activ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VLAN ID  Protocol index  Protocol type             Status 

  100      1               IPv4                      Active 

  100      2               Ethernet II Etype 0x0806  Active 

  200      1               IPv6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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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ivate VLAN 
2.1  Private VLAN简介 

在采用以太网接入的场景中，基于用户安全和管理计费等方面的考虑，一般会要求接入用户互相隔

离。VLAN 是天然的隔离手段，于是很自然的想法是每个用户一个 VLAN。但是，根据 IEEE 802.1Q
规定，最多可以提供 4094 个 VLAN。如果每个用户一个 VLAN，4094 个 VLAN 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Private VLAN 采用二层 VLAN 结构，它在同一台设备上配置 Primary VLAN 和 Secondary VLAN 两

类 VLAN，既能够保证接入用户之间相互隔离，又能将接入的 VLAN ID 屏蔽掉，从而节省了 VLAN
资源。 

• Primary VLAN：用于连接上行设备，一个 Primary VLAN 可以和多个 Secondary VLAN 相对

应。上行连接的设备只需知道Primary VLAN，而不必关心Secondary VLAN，Primary VLAN
下面的 Secondary VLAN 对上行设备不可见。 

• Secondary VLAN：用于连接用户，Secondary VLAN之间二层报文互相隔离。如果希望实现

同一Primary VLAN下Secondary VLAN用户之间报文的互通，可以通过配置上行设备（如 图

2-1 中的L3 Device A）的本地代理ARP/ND功能来实现三层报文的互通。 

图2-1 Private VLAN 示意图 

 

 

如 图 2-1 所示，L2 Device B上启动了Private VLAN功能。其中VLAN 10 是Primary VLAN，VLAN 2、
VLAN 5、VLAN 8 是Secondary VLAN，VLAN 2、VLAN 5、VLAN 8 都映射到VLAN 10，VLAN 2、
VLAN 5、VLAN 8 对L3 Device A不可见。 

如果配置 Private VLAN 功能的设备为三层设备，Secondary VLAN 间及 Secondary VLAN 与外部

需要进行三层互通，则可以通过在本地设备上创建 Secondary 对应的 VLAN 接口（即 Secondary 
VLAN interface），并在该 Secondary VLAN interface 上配置 IP 地址来实现；或者通过在本地设备

上配置 Primary VLAN 下指定 Secondary VLAN 间三层互通，同时创建 Primary VLAN interface（但

不能创建 Secondary VLAN interface），并在 Primary VLAN interface 上配置 IP 地址和本地代理

ARP/ND 功能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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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rivate VLAN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完成 Private VLAN 的配置后，建议用户作如下确认： 

• 对于工作模式为 promiscuous 的端口，确保该端口的 PVID 为 Primary VLAN，该端口以

Untagged 方式加入 Primary VLAN 和 Secondary VLAN； 

• 对于工作模式为 trunk promiscuous/trunk secondary的端口，确保该端口以 Tagged方式加入

Primary VLAN 和 Secondary VLAN； 

• 对于工作模式为 host 的端口，确保该端口的 PVID 为 Secondary VLAN，该端口以 Untagged
方式加入 Primary VLAN 和 Secondary VLAN。 

系统缺省 VLAN（VLAN 1）不支持 Private VLAN 相关配置。 

2.3  Private VLAN配置任务简介 

Private VLAN 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Primary VLAN 

(2) 创建Secondary VLAN 

(3) 配置Primary VLAN和Secondary VLAN间的映射关系 

(4) 配置上行端口 

(5) 配置下行端口 

(6) （可选）配置Primary VLAN下指定Secondary VLAN间三层互通 

2.4  创建Primary VLAN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VLAN，并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 VLAN 的类型为 Primary VLAN。 
private-vlan primary 

缺省情况下，VLAN 的类型不是 Primary VLAN。 

2.5  创建Secondary VLAN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一个或多个 Secondary VLAN。 
vlan { vlan-id-list | all } 

2.6  配置Primary VLAN和Secondary VLAN间的映射关系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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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 Primary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建立 Primary VLAN 和 Secondary VLAN 的映射关系。 
private-vlan secondary vlan-id-list 

缺省情况下，未建立 Primary VLAN 和 Secondary VLAN 的映射关系。 

2.7  配置上行端口 

1. 功能简介 

当上行端口（如 图 2-1 中L2 Device B上与L3 Device A相连的端口）只对应一个Primary VLAN时，

配置该端口工作在promiscuous模式，可以实现上行端口加入Primary VLAN及同步加入对应的

Secondary VLAN的功能；当上行端口对应多个Primary VLAN时，配置该端口工作在 trunk 
promiscuous模式，可以实现上行端口加入多个Primary VLAN及同步加入各自对应的Secondary 
VLAN的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上行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上行端口工作模式。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上行端口在指定 VLAN 中工作在 promiscuous 模式。 
port private-vlan vlan-id promiscuous 

 配置上行端口在指定 VLAN 中工作在 trunk promiscuous 模式。 
port private-vlan vlan-id-list trunk promiscuous 

缺省情况下，端口在指定 VLAN 中不工作在 promiscuous/trunk promiscuous 模式。 

2.8  配置下行端口 

1. 功能简介 

当下行端口（如 图 2-1 中L2 Device B上与用户相连的端口）只对应一个Secondary VLAN时，配置

该端口工作在host模式，可以实现下行端口同步加入Secondary VLAN对应的Primary VLAN的功能；

当下行端口对应多个Secondary VLAN时，配置该端口工作在trunk secondary模式，可以实现下行

端口加入多个Secondary VLAN及同步加入各自对应的Primary VLAN的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下行端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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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 
port link-type { access | hybrid | trunk } 

(4) 配置下行端口加入 Secondary VLAN。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将 Access 端口加入 Secondary VLAN。 
port access vlan vlan-id 

 将 Trunk 端口加入 Secondary VLAN。 
port trunk permit vlan { vlan-id-list | all } 

 将 Hybrid 端口加入 Secondary VLAN。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 tagged | untagged } 

(5) 配置下行端口的工作模式。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下行端口在指定 VLAN 中工作在 trunk secondary 模式。 
port private-vlan vlan-id-list trunk secondary 

 配置下行端口工作在 host 模式。 
port private-vlan host 

缺省情况下，端口不工作在 trunk secondary/host 模式。 

(6) （可选）配置同一 Secondary VLAN 内各端口二层互通。 

a.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b. 进入 Secondary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c. 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undo private-vlan isolated 

private-vlan community 

缺省情况下，同一 Secondary VLAN 内的端口能够二层互通。 

2.9  配置Primary VLAN下指定Secondary VLAN间三层互通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rimary VLAN interface 视图。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当前 Primary VLAN 下指定的 Secondary VLAN 间三层互通。 
private-vlan secondary vlan-id-list 

缺省情况下，Secondary VLAN 之间三层不互通。 

(4) 配置 Primary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 

（IPv4 网络） 
ip address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sub ] 

（IPv6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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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address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ipv6-address/prefix-length }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 

(5) 开启本地代理 ARP 功能或本地代理 ND 功能。 

（IPv4 网络） 
local-proxy-arp enable 
缺省情况下，本地代理 AR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本地代理 ARP 功能的相关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代理 ARP”。 

（IPv6 网络） 
local-proxy-nd enable 
缺省情况下，本地代理 ND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本地代理 ND 功能的相关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IPv6 基础”。 

2.10  Private VLAN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Private VLAN 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2-1 Private VLAN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Primary VLAN和其包含的Secondary VLAN的信息 display private-vlan 
[ primary-vlan-id ] 

 

2.11  Private VLAN典型配置举例 

2.11.1  Private VLAN配置举例（promiscuous模式） 

1. 组网需求 

• Device B 上的 Primary VLAN 5 包含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5，并关联两个 Secondary 
VLAN（VLAN 2 和 VLAN 3），其中，VLAN 2 包含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VLAN 3 包含

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 Device C 上的 Primary VLAN 6 包含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5，并关联两个 Secondary 
VLAN（VLAN 3 和 VLAN 4），其中，VLAN 3 包含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VLAN 4 包含

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 从 Device A 看，下接的 Device B 只有一个 VLAN（VLAN 5），下接的 Device C 只有一个

VLAN（VL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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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2-2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下面只列出 Device B 和 Device C 的配置过程。 

(1) 配置 Device B 

# 配置 VLAN 5 为 Primary VLAN。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5 

[DeviceB-vlan5] private-vlan primary 

[DeviceB-vlan5] quit 

# 创建 Secondary VLAN 2、3。 
[DeviceB] vlan 2 to 3 

# 配置 Primary VLAN 5 和 Secondary VLAN 2、3 的映射关系。 
[DeviceB] vlan 5 

[DeviceB-vlan5] private-vlan secondary 2 to 3 

[DeviceB-vlan5] quit 

# 配置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5 在 VLAN 5 中工作在 promiscuous 模式。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5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5] port private-vlan 5 promiscuous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5] quit 

# 将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GigabitEthernet1/0/3分别添加到 VLAN 2、VLAN 3，并

配置它们工作在 host 模式。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access vlan 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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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access vlan 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2) 配置 Device C 

# 配置 VLAN 6 为 Primary VLAN。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vlan 6 

[DeviceC–vlan6] private-vlan primary 

[DeviceC–vlan6] quit 

# 创建 Secondary VLAN 3、4。 
[DeviceC] vlan 3 to 4 

# 配置 Primary VLAN 6 和 Secondary VLAN 3、4 的映射关系。 
[DeviceC] vlan 6 

[DeviceC-vlan6] private-vlan secondary 3 to 4 

[DeviceC-vlan6] quit 

# 配置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5 在 VLAN 6 中工作在 promiscuous 模式。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5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5] port private-vlan 6 promiscuous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5] quit 

# 将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GigabitEthernet1/0/4分别添加到 VLAN 3、VLAN 4，并

配置它们工作在 host 模式。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port access vlan 3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4] port access vlan 4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4]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4]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evice B 上的 Private VLAN 配置情况（Device C 的显示结果类似，这里不再列出）。 
[DeviceB] display private-vlan 

 Primary VLAN ID: 5 

 Secondary VLAN ID: 2-3 

 

 VLAN ID: 5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 VLAN type: Primary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005 

 Name: VLAN 0005 

 Tagged ports:   None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2 

    GigabitEthernet1/0/3 

    GigabitEthernet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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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N ID: 2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 VLAN type: Secondary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002 

 Name: VLAN 0002 

 Tagged ports:   None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2 

    GigabitEthernet1/0/5 

 

 VLAN ID: 3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 VLAN type: Secondary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003 

 Name: VLAN 0003 

 Tagged Ports:   None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3 

    GigabitEthernet1/0/5 

可以看到，工作在 promiscuous 模式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5 和工作在 host 模式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均以 Untagged 方式允许 VLAN 报文通过。 

2.11.2  Private VLAN配置举例（trunk promiscuous模式） 

1. 组网需求 

• Device B 上的 VLAN 5 和 VLAN 10 为 Primary VLAN，其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需要

允许 VLAN 5 和 VLAN 10 的报文携带 VLAN Tag 通过。 

• Device B 的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允许 Secondary VLAN 2 通过，

GigabitEthernet1/0/3 允许 Secondary VLAN 3 通过，Secondary VLAN 2、3 映射到 Primary 
VLAN 5。 

• Device B 的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允许 Secondary VLAN 6 通过，

GigabitEthernet1/0/5 允许 Secondary VLAN 8 通过，Secondary VLAN 6、8 映射到 Primary 
VLAN 10。 

• 从 Device A 看，下接的 Device B 只有 VLAN 5 和 VL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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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2-3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B 

# 配置 VLAN 5 和 VLAN 10 为 Primary VLAN。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5 

[DeviceB-vlan5] private-vlan primary 

[DeviceB-vlan5] quit 

[DeviceB] vlan 10 

[DeviceB-vlan10] private-vlan primary 

[DeviceB-vlan10] quit 

# 创建 Secondary VLAN 2、3、6、8。 
[DeviceB] vlan 2 to 3 

[DeviceB] vlan 6 

[DeviceB-vlan6] quit 

[DeviceB] vlan 8 

[DeviceB-vlan8] quit 

# 配置 Primary VLAN 5 和 Secondary VLAN 2、3 的映射关系。 
[DeviceB] vlan 5 

[DeviceB-vlan5] private-vlan secondary 2 to 3 

[DeviceB-vlan5] quit 

# 配置 Primary VLAN 10 和 Secondary VLAN 6、8 的映射关系。 
[DeviceB] vlan 10 

[DeviceB-vlan10] private-vlan secondary 6 8 

[DeviceB-vlan10] quit 

# 配置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在 VLAN 5 和 VLAN 10 中工作在 trunk promiscuous 模

式。 

Device B

Device A

VLAN 5
  VLAN 10

GE1/0/1

GE1/0/1

GE1/0/2

GE1/0/3 GE1/0/4

GE1/0/5

VLAN 3

Host B

VLAN 2

Host A
VLAN 6

Host C

VLAN 8

Hos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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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private-vlan 5 10 trunk promiscuous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 VLAN 2，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 VLAN 3，并配

置它们工作在 host 模式。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access vlan 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access vlan 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将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加入 VLAN 6，GigabitEthernet1/0/5 加入 VLAN 8，并配

置它们工作在 host 模式。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access vlan 6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4]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5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5] port access vlan 8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5]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5] quit 

(2)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5 和 VLAN 10。 
[DeviceA] vlan 5 

[DeviceA-vlan5] quit 

[DeviceA] vlan 10 

[DeviceA-vlan10] quit 

# 配置端口GigabitEthernet1/0/1为Hybrid端口，并允许VLAN 5和VLAN 10携带Tag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5 10 tagge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evice B 上的 Primary VLAN 5 配置情况（Primary VLAN 10 的显示结果类似，这里不再列

出）。 
[DeviceB] display private-vlan 5 

 Primary VLAN ID: 5 

 Secondary VLAN ID: 2-3 

 

 VLAN ID: 5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 VLAN type: Primary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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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VLAN 0005 

 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1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2 

    GigabitEthernet1/0/3 

 

 VLAN ID: 2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 VLAN type: Secondary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002 

 Name: VLAN 0002 

 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1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2 

 

 VLAN ID: 3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 VLAN type: Secondary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003 

 Name: VLAN 0003 

 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1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3 

可以看到，工作在 trunk promiscuous 模式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以 Tagged 方式允许 VLAN
报文通过，工作在 host 模式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以 Untagged 方

式允许 VLAN 报文通过。 

2.11.3  Private VLAN配置举例（trunk promiscuous & trunk secondary模式）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 上的 VLAN 10 和 VLAN 20 为 Primary VLAN，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5 需要

允许 VLAN 10 和 VLAN 20 的报文携带 VLAN Tag 通过。 

• Device A 上的 VLAN 11、12、21、22 为 Secondary VLAN，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允许 Secondary VLAN 11、21 的报文携带 VLAN Tag 通过，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允许 Secondary VLAN 22 通过，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允许 Secondary VLAN 12 通

过。 

• Secondary VLAN 11、12 映射到 Primary VLAN 10；Secondary VLAN 21、22 映射到

Primary VLA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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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2-4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配置 VLAN 10 和 VLAN 20 为 Primary VLAN。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0 

[DeviceA-vlan10] private-vlan primary 

[DeviceA-vlan10] quit 

[DeviceA] vlan 20 

[DeviceA-vlan20] private-vlan primary 

[DeviceA-vlan20] quit 

# 创建 Secondary VLAN 11、12、21、22。 
[DeviceA] vlan 11 to 12 

[DeviceA] vlan 21 to 22 

# 配置 Primary VLAN 10 和 Secondary VLAN 11、12 的映射关系。 
[DeviceA] vlan 10 

[DeviceA-vlan10] private-vlan secondary 11 12 

[DeviceA-vlan10] quit 

# 配置 Primary VLAN 20 和 Secondary VLAN 21、22 的映射关系。 
[DeviceA] vlan 20 

[DeviceA-vlan20] private-vlan secondary 21 22 



 

2-13 

[DeviceA-vlan20] quit 

# 配置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5 在 VLAN 10 和 VLAN 20 中工作在 trunk promiscuous
模式。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5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5] port private-vlan 10 20 trunk promiscuous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5] quit 

# 将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加入 VLAN 22，并配置其工作在 host 模式。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access vlan 2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 VLAN 12，并配置其工作在 host 模式。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access vlan 1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配置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在 VLAN 11 和 VLAN 21 中工作在 trunk secondary 模

式。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private-vlan 11 21 trunk secondary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1 和 VLAN 21。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1 

[DeviceB-vlan11] quit 

[DeviceB] vlan 21 

[DeviceB-vlan21]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Hybrid 端口，并允许 VLAN 11 和 VLAN 21 携带 Tag 通

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hybrid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hybrid vlan 11 21 tagged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 VLAN 11。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access vlan 1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加入 VLAN 21。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access vlan 2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4] quit 

(3) 配置 Device C 

# 创建 VLAN 10 和 VLAN 20。 
<DeviceC>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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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 vlan 10 

[DeviceC-vlan10] quit 

[DeviceC] vlan 20 

[DeviceC-vlan20]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5 为 Hybrid 端口，并允许 VLAN 10 和 VLAN 20 携带 Tag 通

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5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5] port link-type hybri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5] port hybrid vlan 10 20 tagge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5]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evice A 上 Primary VLAN 10 的配置情况（Primary VLAN 20 的显示结果类似，这里不再列

出）。 
[DeviceA] display private-vlan 10 

 Primary VLAN ID: 10 

 Secondary VLAN ID: 11-12 

 

 VLAN ID: 10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vlan type: Primary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010 

 Name: VLAN 0010 

 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2 

    GigabitEthernet1/0/5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3 

 

 VLAN ID: 11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vlan type: Secondary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011 

 Name: VLAN 0011 

 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2 

    GigabitEthernet1/0/5 

 Untagged ports: None 

 

 VLAN ID: 12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vlan type: Secondary 

 Route interface: Not configured 

 Description: VLAN 0012 

 Name: VLAN 0012 

 Tagged 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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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abitEthernet1/0/5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3 

可以看到，工作在 trunk promiscuous 模式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5 和工作在 trunk secondary
模式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以 Tagged 方式允许 VLAN 报文通过，工作在 host 模式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以 Untagged 方式允许 VLAN 报文通过。 

2.11.4  Secondary VLAN间三层互通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 上的 VLAN 10 为 Primary VLAN，包含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并关联两个

Secondary VLAN（VLAN 2 和 VLAN 3），VLAN 2 包含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VLAN 3
包含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VLAN 接口 10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24。 

• 实现各 Secondary VLAN 间二层隔离和三层互通。 

2. 组网图 

图2-5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 VLAN 10 为 Primary VLAN。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0 

[DeviceA-vlan10] private-vlan primary 

[DeviceA-vlan10] quit 

# 创建 Secondary VLAN 2、3。 
[DeviceA] vlan 2 to 3 

# 配置 Primary VLAN 10 和 Secondary VLAN 2、3 的映射关系。 
[DeviceA] vlan 10 

[DeviceA-vlan10] private-vlan secondary 2 3 

[DeviceA-vlan10] quit 

# 配置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在 VLAN 10 中工作在 promiscuous 模式。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private-vlan 10 promiscuous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VLAN 2 VLAN 3

VLAN 10

Device A

Device B

Vlan-int10
192.168.1.1/24

GE1/0/3GE1/0/2

G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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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 VLAN 2，并配置其工作在 host 模式。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access vlan 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将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 VLAN 3，并配置其工作在 host 模式。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access vlan 3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private-vlan host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配置 Primary VLAN 10 下 Secondary VLAN 2、3 之间三层互通。 
[Device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DeviceA-Vlan-interface10] private-vlan secondary 2 3 

# 配置 VLAN 接口 10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24。 
[DeviceA-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92.168.1.1 255.255.255.0 

# 开启本地代理 ARP 功能。 
[DeviceA-Vlan-interface10] local-proxy-arp enable 

[DeviceA-Vlan-interface10] quit 

4. 验证配置 

# 查看 Private VLAN 10 的相关信息，验证以上配置是否生效。 
[DeviceA] display private-vlan 10 

 Primary VLAN ID: 10 

 Secondary VLAN ID: 2-3 

 

 VLAN ID: 10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 VLAN type: Primary 

 Route interface: Configured 

 IPv4 address: 192.168.1.1 

 IPv4 subnet mask: 255.255.255.0 

 Description: VLAN 0010 

 Name: VLAN 0010 

 Tagged ports:   None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1/0/2 

    GigabitEthernet1/0/3 

 

 VLAN ID: 2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 VLAN type: Secondary 

 Route interface: Configured 

 IPv4 address: 192.168.1.1 

 IPv4 subnet mask: 255.255.255.0 

 Description: VLAN 0002 

 Name: VLAN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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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ged ports:   None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1/0/2 

 

 VLAN ID: 3 

 VLAN type: Static 

 Private VLAN type: Secondary 

 Route interface: Configured 

 IPv4 address: 192.168.1.1 

 IPv4 subnet mask: 255.255.255.0 

 Description: VLAN 0003 

 Name: VLAN 0003 

 Tagged ports:   None 

 Untagged ports: 

    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1/0/3 

可以看到，Secondary VLAN 2和Secondary VLAN 3的Route interface字段都显示为Configured，
说明 Secondary VLAN 2 与 Secondary VLAN 3 间已配置三层互通。 



 

3-1 

3 Voice VLAN 
3.1  Voice VLAN简介 

Voice VLAN 是为用户的语音数据流专门划分的 VLAN。通过划分 Voice VLAN 并将连接语音设备的

端口加入 Voice VLAN，系统自动为语音报文修改 QoS（Quality of Service，服务质量）参数，来

提高语音数据报文优先级、保证通话质量。 

3.1.1  Voice VLAN工作过程 

当 IP 电话接入设备时，需要设备完成以下两个任务： 

(1) 识别 IP 电话，获取 IP 电话的 MAC 地址，从而进行安全认证及提高语音报文的优先级。 

(2) 将 Voice VLAN 信息通告给 IP 电话，IP 电话能够根据收到的 Voice VLAN信息完成自动配置，

使 IP 电话发出的语音报文在 Voice VLAN 内传输。 

 

常见的语音设备有 IP 电话、IAD（Integrated Access Device，综合接入设备）等。本文中以 IP 电

话为例进行说明。 

 

3.1.2  设备识别IP电话 

1. OUI地址 

设备可以根据端口接收的报文的源 MAC 地址来判断该数据流是否为语音数据流。源 MAC 地址符合

系统配置的语音设备 OUI（Organizationally Unique Identifier，全球统一标识符）地址的报文被认

为是语音数据流。 

用户可以预先配置OUI地址，也可以使用缺省的OUI地址作为判断标准。设备缺省的OUI地址如 表

3-1 所示。 

表3-1 设备缺省的 OUI 地址 

序号 OUI 地址 生产厂商 

1 0001-e300-0000 Siemens phone 

2 0003-6b00-0000 Cisco phone 

3 0004-0d00-0000 Avaya phone 

4 000f-e200-0000 H3C Aolynk phone 

5 0060-b900-0000 Philips/NEC phone 

6 00d0-1e00-0000 Pingtel phone 

7 00e0-7500-0000 Polycom phone 

8 00e0-bb00-0000 3Com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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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意义下，OUI 地址指的是 MAC 地址的前 24 位（二进制），是 IEEE 为不同设备供应商分配的

一个全球唯一的标识符。本文中的 OUI 地址有别于通常意义的 OUI 地址，它是设备判断收到的

报文是否为语音报文的依据，是 voice-vlan mac-address 命令中的 mac-address 和

oui-mask 参数相与运算后的结果。 

设备缺省的 OUI 地址可以手工删除，删除之后也可再次手工添加。 

 

2. 通过LLDP自动识别IP电话 

通过设备上配置的 OUI 地址识别 IP 电话的方法受限于设备上可配置的 OUI 地址的数量，并且当网

络中 IP 电话数量众多时，网络管理员的配置工作量较大。如果 IP 电话支持 LLDP（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链路层发现协议）功能，可以配置 LLDP 自动识别 IP 电话功能。 

在设备上配置了通过 LLDP 自动发现 IP 电话功能后，设备将通过 LLDP 自动发现对端设备，并与对

端设备通过 LLDP 的 TLV 进行信息交互。如果通过端口收到的 LLDP System Capabilities TLV 中的

信息发现对端设备具有电话能力，则认为对端设备是 IP 电话并将设备上配置的 Voice VLAN 信息通

过 LLDP 发送给对端设备。这种方式使接入网络的 IP 电话类型不再受限于 OUI 地址的数量。 

在完成 IP 电话的发现过程后，端口将继续完成 Voice VLAN 的其他功能，即端口将自动加入 Voice 
VLAN，并提高从该 IP 电话发出的语音数据的优先级。为防止 IP 电话无法通过端口上配置的认证

功能，设备还会将 IP 电话的 MAC 地址添加到 MAC 地址表中。 

有关 LLDP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LLDP”。 

3.1.3  设备将Voice VLAN信息通告给IP电话 

设备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将 Voice VLAN 信息通告给 IP 电话，这三种方式的优先顺序如下图所示。 

• 通过命令行指定LLDP或CDP（Cisco Discovery Protocol，思科发现协议）发布的Voice VLAN 
ID。 

• 当 IP 电话配合接入认证功能使用时，将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授权 VLAN 信息通告给 IP 电话。 

• 直接将端口配置的 Voice VLAN 信息通告给 IP 电话。 

图3-1 设备向 IP 电话发布 Voice VLAN 信息的过程 

  

是否收到认证服务器

下发的授权VLAN信息

是否指定了LLDP/CDP
发布的Voice VLAN ID

是
向IP电话发布指定的

Voice VLAN ID

否

是

向IP电话发布授权VLAN
的信息

否

向IP电话发布端口配置的

Voice VLAN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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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IP电话的接入方式 

1. 主机和IP电话串联接入 

如下图所示，主机连接到 IP 电话，IP 电话连接到接入设备。在串联接入的环境下，需要将主机和

IP 电话划分到不同的 VLAN，且需要 IP 电话能发出携带 VLAN Tag 的报文，从而区分业务数据流和

语音数据流。同时，需要配置端口允许 Voice VLAN 和 PVID 通过。 

图3-2 主机与 IP 电话串联接入组网图 

 

 

2. IP电话单独接入 

如下图所示，IP 电话单独接入设备。单独接入适用于 IP 电话发出 Untagged 语音报文的情况，此时

需要配置 PVID 为 Voice VLAN，并配置端口允许 PVID 通过。 

图3-3 IP 电话单独接入组网图 

 
 

3.1.5  端口加入Voice VLAN的方式 

根据端口加入 Voice VLAN 的不同方式，可以将 Voice VLAN 的工作模式分为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 

1. 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适用于主机和IP电话串联接入（端口同时传输语音数据和普通业务数据）的组网方式，如

图 3-2 所示。 

自动模式下，系统利用 IP 电话上电时发出的协议报文，识别报文的源 MAC 地址，匹配 OUI 地址。

匹配成功后，系统将自动把语音报文的入端口加入 Voice VLAN，并下发 ACL 规则、配置报文的优

Host IP phone Device

Voice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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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级。用户可以在设备上配置 Voice VLAN 的老化时间，当在老化时间内，系统没有从入端口收到

任何语音报文时，系统将把该端口从 Voice VLAN 中删除。端口的添加/删除到 Voice VLAN 的过程

由系统自动实现。当 Voice VLAN 正常工作时，如果遇到 IP 电话重新启动，为保证已经建立的语音

连接能够正常工作，系统会在 IP 电话重新启动完成后，将配置为自动模式的端口重新加入 Voice 
VLAN，而不需要再次通过语音流触发。 

2. 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适用于IP电话单独接入（端口仅传输语音报文）的组网方式，如 图 3-3 所示。该组网方式

可以使该端口专用于传输语音数据，最大限度避免业务数据对语音数据传输的影响。 

手动模式下，需要手工将连接 IP 电话的端口加入 Voice VLAN 中。再通过识别报文的源 MAC 地址，

匹配 OUI 地址。匹配成功后，系统将下发 ACL 规则、配置报文的优先级。端口的添加/删除到 Voice 
VLAN 的过程由网络管理员手动实现。 

3.1.6  端口加入Voice VLAN的方式和IP电话的配合 

由于IP电话类型较多，因此需要用户保证端口的链路类型与IP电话匹配，不同Voice VLAN工作模式

下的详细配合关系请见 表 3-2 和 表 3-3。 

如果用户的 IP 电话发出的是 Tagged 语音流，且接入端口上开启了 802.1X 认证和 Guest 
VLAN/Auth-Fail VLAN/Critical VLAN，为保证各种功能的正常使用，请为 Voice VLAN、PVID 和

802.1X 的 Guest VLAN/Auth-Fail VLAN/Critical VLAN 分配不同的 VLAN ID。 

如果用户的 IP电话发出的是Untagged语音流，为实现Voice VLAN功能，只能将PVID配置为Voice 
VLAN，此时将不能实现 802.1X 认证功能。 

1. IP电话发送Tagged语音数据 

表3-2 不同类型端口支持 Tagged 语音数据配置要求 

Voice VLAN
工作模式 端口类型 

是否支持

Tagged 语音

数据 
配置要求 

自动模式 

Access 不支持 - 

Trunk 
支持 PVID不能为Voice VLAN 

Hybrid 

手工模式 

Access 不支持 - 

Trunk 支持 PVID不能为Voice VLAN，需要配置端口允许Voice VLAN的报

文通过 

Hybrid 支持 PVID不能为Voice VLAN，需要配置端口允许Voice VLAN的报

文携带Tag通过 

 

2. IP电话发送Untagged语音数据 

当 IP 电话发送 Untagged 语音数据，则端口的 Voice VLAN 工作模式只能为手工模式，不能为自动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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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不同类型端口支持 Untagged 语音数据配置要求 

Voice VLAN
工作模式 端口类型 

是否支持

Untagged 语

音数据 
配置要求 

自动模式 

Access 

不支持 - Trunk 

Hybrid 

手工模式 

Access 支持 端口加入Voice VLAN 

Trunk 支持 PVID必须为Voice VLAN，且接入端口允许PVID通过 

Hybrid 支持 PVID必须为Voice VLAN，且允许PVID的报文不带VLAN Tag
通过 

 

3.1.7  Voice VLAN的安全模式和普通模式 

开启了 Voice VLAN 功能的端口会对接收到的报文进行过滤，根据过滤机制的不同，可以将 Voice 
VLAN 的工作模式分为普通模式和安全模式： 

• 普通模式下，端口加入 Voice VLAN 后，设备对于接收的语音报文不再一一进行识别，凡是带

有 Voice VLAN Tag 的报文，设备将不再检查其源 MAC 地址是否为语音设备的 OUI 地址，均

接收并在 Voice VLAN 中转发。对于 PVID 就是 Voice VLAN 的手工模式端口，会导致任意的

Untagged 报文都可以在 Voice VLAN 中传输。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容易使 Voice VLAN 收到恶

意用户的流量攻击。恶意用户可以构造大量带有 Voice VLAN Tag 或 Untagged 的报文，占用

Voice VLAN 的带宽，影响正常的语音通信。 

• 安全模式下，设备将对每一个要进入 Voice VLAN 传输的报文进行源 MAC 地址匹配检查，对

于不能匹配 OUI 地址的报文，则将其丢弃。 

对于比较安全的网络，用户可以配置 Voice VLAN 的普通模式，以减少检查报文的工作对系统资源

的占用。 

 

只有匹配了 OUI 地址的报文才能被修改优先级。比如在普通模式下，报文在 Voice VLAN 中转发，

但如果该报文未匹配 OUI 地址，则该报文不会被修改优先级。 

建议用户尽量不要在 Voice VLAN 中同时传输语音和业务数据。如确有此需要，请确认 Voice VLAN
的安全模式已关闭，否则业务数据会被丢弃。 

 

表3-4 Voice VLAN 的安全/普通模式对报文的处理 

Voice VLAN 工

作模式 报文类型 处理方式 

安全模式 

Untagged报文 
当报文的源MAC地址是可识别的OUI地址时，允许该报文在Voice 
VLAN内传输，否则将该报文丢弃 带有Voice VLAN 

Tag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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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VLAN 工

作模式 报文类型 处理方式 

带有其他VLAN 
Tag的报文 

根据指定端口是否允许该VLAN通过来对报文进行转发和丢弃的处理，

不受Voice VLAN安全/普通模式的影响 

普通模式 

Untagged报文 
不对报文的源MAC地址进行检查，所有报文均可以在Voice VLAN内进

行传输 带有Voice VLAN 
Tag的报文 

带有其他VLAN 
Tag的报文 

根据指定端口是否允许该VLAN通过来对报文进行转发和丢弃的处理，

不受Voice VLAN安全/普通模式的影响 

 

3.2  Voice VLAN配置任务简介 

Voice VLAN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端口Voice VLAN功能 

请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配置自动模式下的Voice VLAN 

 配置手动模式下的Voice VLAN 

(2) （可选）配置通过LLDP自动发现IP电话功能 

(3) （可选）配置通过LLDP/CDP通告Voice VLAN信息 

请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配置通过LLDP通告Voice VLAN信息 

 配置通过CDP通告Voice VLAN信息 

3.3  配置端口Voice VLAN功能 

3.3.1  配置自动模式下的Voice 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自动模式下的 Voice VLAN 只支持 Hybrid 端口对 Tagged 的语音流进行处理，而协议 VLAN
特性要求 Hybrid 入端口的报文格式为 Untagged 的，因此，不能将某个 VLAN 同时配置为

Voice VLAN 和协议 VLAN。 

• 配置 MSTP 多实例情况下，如果端口在要加入的 Voice VLAN 对应的 MSTP 实例中是阻塞状

态，则端口会丢弃收到的报文，造成 MAC 地址不能上送，不能完成动态触发功能。自动模式

Voice VLAN 的使用场景为接入侧，不建议和多实例 MSTP 同时使用。 

• 配置 PVST 情况下，如果端口要加入的 Voice VLAN 不为端口允许通过的 VLAN，则端口处于

阻塞状态，会丢弃收到的报文，造成 MAC 地址不能上送，不能完成动态触发功能。自动模式

Voice VLAN 的使用场景为接入侧，不建议和 PVST 同时使用。 

• 当端口配置了动态触发端口加入静态 MAC VLAN，又配置本功能时，两个功能可能会相互影

响，导致其中某个功能不可用。当端口同时配置了本功能和动态触发端口加入静态 MAC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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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取消其中任何一个功能的配置，会导致另一个功能不可用。因此不建议同一端口同时配置

本功能和动态触发端口加入静态 MAC VLAN。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 Voice VLAN 的老化时间。 
voice-vlan aging minutes 

缺省情况下，老化时间为 1440 分钟，老化时间只对自动模式下的端口有效。 

(3) （可选）开启 Voice VLAN 的安全模式。 
voice-vlan security enable 

缺省情况下，Voice VLAN 工作在安全模式。 

(4) （可选）配置 Voice VLAN 识别的 OUI 地址。 
voice-vlan mac-address oui mask oui-mask [ description text ] 

Voice VLAN启动后将有缺省的OUI地址，请参见“表 3-1设备缺省的OUI地址”。 

(5)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6)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Trunk。 

port link-type trunk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Hybird。 

port link-type hybrid 

(7) 配置端口的 Voice VLAN 工作模式为自动模式。 
voice-vlan mode auto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Voice VLAN 工作模式为自动模式。 

(8) 开启端口的 Voice VLAN 功能。 
voice-vlan vlan-id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Voice VLA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开启端口的 Voice VLAN 功能之前，须确保对应的 VLAN 已存在。 

3.3.2  配置手动模式下的Voice 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同一设备同一时刻可以给不同的端口配置不同的Voice VLAN，但一个端口只能配置一个Voice 
VLAN，而且这些 VLAN 必须是已经存在的静态 VLAN。 

• 不允许在聚合组的成员端口上开启 Voice VLAN 功能。有关聚合组的成员端口的详细介绍，请

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以太网链路聚合”。 

• 当端口开启了 Voice VLAN 并工作在手工模式时，必须手工将端口加入 Voice VLAN，才能保

证 Voice VLAN 功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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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开启 Voice VLAN 的安全模式。 
voice-vlan security enable 

缺省情况下，Voice VLAN 工作在安全模式。 

(3) （可选）配置 Voice VLAN 中可识别的 OUI 地址。 
voice-vlan mac-address oui mask oui-mask [ description text ] 

Voice VLAN启动后将有缺省的OUI地址，请参见“表 3-1设备缺省的OUI地址”。 

(4)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5) 配置端口的 Voice VLAN 工作模式为手动模式。 
undo voice-vlan mode auto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Voice VLAN 工作模式为自动模式。 

(6) 将手动模式端口加入 Voice VLAN。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将 Access 端口加入 Voice VLAN。 

请参见“1.3.2  配置基于Access端口的VLAN”。 

将 Access 端口加入 Voice VLAN 后，Voice VLAN 会自动成为 PVID。 

 将 Trunk 端口加入 Voice VLAN。 

请参见“1.3.3  配置基于Trunk端口的VLAN”。 

 将 Hybrid 端口加入 Voice VLAN。 

请参见“1.3.4  配置基于Hybrid端口的VLAN”。 

(7) （可选）配置 PVID 为 Voice VLAN。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将 Trunk 端口 PVID 配置为 Voice VLAN。 

请参见“1.3.3  配置基于Trunk端口的VLAN”。 

 将 Hybrid 端口 PVID 配置为 Voice VLAN。 

请参见“1.3.4  配置基于Hybrid端口的VLAN”。 

当输入的语音流是 Untagged 语音流时，需要进行该项配置；当输入的语音流是 Tagged 语音

流时，不能将 PVID 配置为 Voice VLAN。 

(8) 开启端口的 Voice VLAN 功能。 
voice-vlan vlan-id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Voice VLA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开启端口的 Voice VLAN 功能之前，须先创建对应的 VLAN。 

3.4  配置通过LLDP自动发现IP电话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在配置本功能前，需要在全局和接入端口均开启 LLDP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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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LLDP 自动发现 IP 电话功能只能与 Voice VLAN 自动模式配合使用，不能与手动模式配

合使用。 

• 通过 LLDP 自动发现 IP 电话功能与 LLDP 兼容 CDP 功能不能同时配置。 

• 设备开启通过 LLDP 自动发现 IP 电话功能后，每个端口最多可以接入 5 台 IP 电话。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通过 LLDP 自动发现 IP 电话功能。 
voice-vlan track lldp 

缺省情况下，通过 LLDP 自动发现 IP 电话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5  配置通过LLDP/CDP通告Voice VLAN信息 

3.5.1  配置通过LLDP通告Voice VLAN信息 

1. 功能简介 

对于支持 LLDP 的 IP 电话，可以通过 LLDP-MED 中的 Network Policy TLV 将 Voice VLAN 信息通

告给 IP 电话。 

2. 配置准备 

在配置本功能前，需要在全局和接入端口开启 LLDP 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上发布的 Voice VLAN ID。 
lldp tlv-enable med-tlv network-policy 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端口上发布的 Voice VLAN ID。 

(4) （可选）查看通告的 Voice VLAN 信息。 
display lldp local-information 

3.5.2  配置通过CDP通告Voice VLAN信息 

1. 功能简介 

如果 IP 电话只支持 CDP，不支持 LLDP，当设备与这类 IP 电话直连时，IP 电话将会向设备发送

CDP 报文以请求在设备上所配 Voice VLAN 的 VLAN ID；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收到设备发送的

Voice VLAN 的 VLAN ID，IP 电话将会把语音数据流以 Untagged 方式发送，从而导致语音数据流

与其他类型的数据流混在一起，无法进行区分。 

通过在设备上配置 LLDP 兼容 CDP 功能，可以利用 LLDP 来接收、识别从 IP 电话发送的 CDP 报

文，并向 IP 电话发送 CDP 报文，该 CDP 报文携带设备配置的 Voice VLAN 信息，使 IP 电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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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VLAN 的自动配置。之后 IP 电话的语音数据流将被限制在配置的 Voice VLAN 内，与其他数

据流区分开来。 

设备发送给 IP 电话的 CDP 报文中不包含优先级信息。 

2. 配置准备 

在配置本功能前，需要在全局和接入端口开启 LLDP 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LLDP 兼容 CDP 功能。 
lldp compliance cdp 

缺省情况下，LLDP 兼容 CD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配置 LLDP 兼容 CDP 功能的工作模式为 TxRx。 
lldp compliance admin-status cdp txrx 

缺省情况下，LLDP 兼容 CDP 功能的工作模式为 Disable。 

(5) 配置 CDP 报文携带的 Voice VLAN ID。 
cdp voice-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CDP 报文携带的 Voice VLAN ID。 

3.6  Voice VLAN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Voice VLAN 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3-5 Voice VLAN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Voice VLAN的状态 display voice-vlan state 

显示系统当前支持的OUI地址 display voice-vlan mac-address 

 

3.7  Voice VLAN典型配置举例 

3.7.1  自动模式下Voice VLAN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IP phone A 的 MAC 地址为 0011-1100-0001，下行连接 PC A（MAC 地址为 0022-1100-0002），
上行连接到 Device A 的 GigabitEthernet1/0/1 端口。 

• IP phone B的 MAC地址为 0011-2200-0001，下行连接 PC B（MAC地址为 0022-2200-0002），
上行连接到 Device A 的 GigabitEthernet1/0/2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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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 A 使用 Voice VLAN 2 传输 IP phone A 产生的语音报文；使用 Voice VLAN 3 传输 IP 
phone B 产生的语音报文。 

• Device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工作在自动模式，如果它们在

30 分钟内没有收到语音流，就将相应的 Voice VLAN 老化。 

2. 组网图 

图3-4 配置自动模式下 Voice VLAN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 VLAN 2 和 VLAN 3。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2 to 3 

# 配置 Voice VLAN 的老化时间为 30 分钟。 
[DeviceA] voice-vlan aging 30 

# 由于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可能会同时收到语音和数据两种流量，为了保证语音报文的质量

以及带宽的高效利用，配置 Voice VLAN 工作在安全模式，即 Voice VLAN 只用于传输语音报文。（可

选，缺省情况下，Voice VLAN 工作在安全模式） 
[DeviceA] voice-vlan security enable 

# 配置允许 OUI 地址为 0011-1100-0000 和 0011-2200-0000 的报文通过 Voice VLAN，即当报文源

MAC 地址前缀为 0011-1100-0000 或 0011-2200-0000 时，Device A 会把它当成语音报文来处理。 
[DeviceA] voice-vlan mac-address 0011-1100-0001 mask ffff-ff00-0000 description IP phone A 

[DeviceA] voice-vlan mac-address 0011-2200-0001 mask ffff-ff00-0000 description IP phone B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Hybrid 类型端口。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 Voice VLAN 的工作模式配置为自动模式。（可选，缺省情况下，

端口的 Voice VLAN 工作在自动模式。）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voice-vlan mode auto 

# 开启端口 Voice VLAN 功能。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voice-vlan 2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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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进行相应的配置。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hybri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voice-vlan mode auto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voice-vlan 3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当前系统支持的 OUI 地址、OUI 地址掩码和描述信息。 
[DeviceA] display voice-vlan mac-address 

OUI Address     Mask            Description 

0001-e300-0000  ffff-ff00-0000  Siemens phone 

0003-6b00-0000  ffff-ff00-0000  Cisco phone 

0004-0d00-0000  ffff-ff00-0000  Avaya phone 

000f-e200-0000  ffff-ff00-0000  H3C Aolynk phone 

0011-1100-0000  ffff-ff00-0000  IP phone A 

0011-2200-0000  ffff-ff00-0000  IP phone B 

0060-b900-0000  ffff-ff00-0000  Philips/NEC phone 

00d0-1e00-0000  ffff-ff00-0000  Pingtel phone 

00e0-7500-0000  ffff-ff00-0000  Polycom phone 

00e0-bb00-0000  ffff-ff00-0000  3Com phone 

# 显示当前 Voice VLAN 的状态。 
[DeviceA] display voice-vlan state 

 Current voice VLANs: 2 

 Voice VLAN security mode: Security 

 Voice VLAN aging time: 30 minutes 

 Voice VLAN enabled ports and their modes: 

 Port                        VLAN        Mode        CoS        DSCP 

 GE1/0/1                     2           Auto        6          46 

 GE1/0/2                     3           Auto        6          46 

3.7.2  手动模式下Voice VLAN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IP Phone A 接入 Device A 的 Hybrid 类型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IP Phone A 发出的报文

为 Untagged 报文。 

• Device A 上 VLAN 2 为 Voice VLAN。 

• 手工将 Device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工作加入 Voice VLAN，其 PVID 为 VLAN 2，
添加 OUI 地址 0011-2200-0000，使该端口专用于传输语音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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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3-5 配置手动模式下 Voice VLAN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 Voice VLAN 为安全模式，使得 Voice VLAN 端口只允许合法的语音报文通过。（可选，缺省

情况下，Voice VLAN 工作在安全模式）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oice-vlan security enable 

# 配置允许 OUI 地址为 0011-2200-0000 的报文通过 Voice VLAN，即报文源 MAC 地址前缀为

0011-2200-0000 时，Device A 会把它当成语音报文来处理。 
[DeviceA] voice-vlan mac-address 0011-2200-0001 mask ffff-ff00-0000 description test 

# 创建 VLAN 2。 
[DeviceA] vlan 2 

[DeviceA-vlan2]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工作在手动模式。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undo voice-vlan mode auto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Hybrid 类型。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 配置 Voice VLAN 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PVID，且在该端口允许通过的 Untagged VLAN
列表中。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pvid vlan 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2 untagged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Voice VLAN 功能。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voice-vlan 2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当前系统支持的 OUI 地址、OUI 地址掩码和描述信息。 
[DeviceA] display voice-vlan mac-address 

OUI Address     Mask            Description 

0001-e300-0000  ffff-ff00-0000  Siemens phone 

0003-6b00-0000  ffff-ff00-0000  Cisco phone 

0004-0d00-0000  ffff-ff00-0000  Avaya phone 

Device A Device B

GE1/0/1
VLAN 2

IP phone A
010-1001
MAC: 0011-2200-0001
Mask: ffff-ff00-0000

IP phone B
0755-2002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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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f-e200-0000  ffff-ff00-0000  H3C Aolynk phone 

0011-2200-0000  ffff-ff00-0000  test 

0060-b900-0000  ffff-ff00-0000  Philips/NEC phone 

00d0-1e00-0000  ffff-ff00-0000  Pingtel phone 

00e0-7500-0000  ffff-ff00-0000  Polycom phone 

00e0-bb00-0000  ffff-ff00-0000  3Com phone 

# 显示当前 Voice VLAN 的状态。 
[DeviceA] display voice-vlan state 

 Current voice VLANs: 1 

 Voice VLAN security mode: Security 

 Voice VLAN aging time: 1440 minutes 

 Voice VLAN enabled ports and their modes: 

 Port                        VLAN        Mode        CoS        DSCP 

 GE1/0/1                     2           Manual      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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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VRP 
1.1  MVRP简介 

MRP（Multiple Registration Protocol，多属性注册协议）作为一个属性注册协议的载体，可以用来

传递属性信息。MVRP（Multiple VLAN Registration Protocol，多 VLAN 注册协议）是 MRP 的一

种应用，用于在设备间发布并学习 VLAN 配置信息。通过 MVRP，局域网中的设备可以自动同步

VLAN 信息，极大地减少了网络管理员的 VLAN 配置工作。 

1.1.1  MRP实现机制 

设备上每一个参与协议的端口都可以视为一个应用实体。当 MRP 应用（如 MVRP）在端口上启动

之后，该端口就可视为一个 MRP 应用实体（以下简称 MRP 实体，同样的，MVRP 应用实体简称

MVRP 实体）。 

如 图 1-1 所示，MRP实体通过发送声明类或回收声明类消息（以下简称声明和回收声明），来通知

其他MRP实体注册或注销自己的属性信息，并根据其他MRP实体发来的声明或回收声明来注册或

注销对方的属性信息。通过MRP机制，一个MRP实体上的配置信息会迅速传遍整个局域网。 

图1-1 MRP 实现机制示意图 

 
 

以通过 MVRP 实现 VLAN 注册和注销为例，MRP 的属性注册和注销过程如下： 

• 当端口收到一个 VLAN 的声明时，该端口将注册该声明中的 VLAN（该端口将加入到该 VLAN
中）。 

• 当端口收到一个 VLAN 的回收声明时，该端口将注销该声明中的 VLAN（该端口将退出该

VLAN）。 

MRP支持在MSTI（Multiple Spanning Tree Instance，多生成树实例）的基础上，协助同一局域网

内各成员之间传递属性信息。图 1-1 可以看作是MRP协议在某个MSTI上的实现机制，属于比较简

单的一种情况，在实际应用的复杂组网情况下，可能存在多个MSTI，而属性的注册和注销只会在各

自的MSTI上进行。有关MSTI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生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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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MRP消息 

MRP 消息主要包括 Join 消息、New 消息、Leave 消息和 LeaveAll 消息，它们通过互相配合来实现

信息的注册或注销。其中，Join 消息和 New 消息属于声明，Leave 消息和 LeaveAll 消息属于回收

声明。 

1. Join消息 

当一个 MRP 实体配置了某些属性，需要对端实体来注册自己的属性信息时，它会向对端实体发送

Join 消息。 

当一个 MRP 实体收到来自对端实体的 Join 消息时，它会注册该 Join 消息中的属性，并向本设备的

其他实体传播该 Join 消息，其他实体收到传播的 Join 消息后，向其对端实体发送 Join 消息。 

MRP 实体间发送的 Join 消息又分为 JoinEmpty 和 JoinIn 两种（对于同一设备的实体间传播的 Join
消息则不做区分），二者的区别如下： 

• JoinEmpty：用于声明 MRP 实体的非注册属性。比如一个 MRP 实体加入了某静态 VLAN（我

们将本地手工创建的 VLAN 称为静态 VLAN，通过 MRP 消息学习并创建的 VLAN 称为动态

VLAN），此时若该实体还没有通过MRP消息注册该VLAN，这时该实体向对端实体发送的 Join
消息就为 JoinEmpty 消息。 

• JoinIn：用于声明 MRP 实体的注册属性。比如 MRP 实体加入了某静态 VLAN 且通过 MRP 消

息注册了该 VLAN，或该实体收到本设备其他实体传播的某 VLAN 的 Join 信息且通过 MRP
消息注册了该 VLAN，这时该实体向对端实体发送的 Join 消息就为 JoinIn 消息。 

2. New消息 

New消息的作用和 Join消息比较类似，都是用于对属性的声明。不同的是，New消息主要用于MSTP
（Multiple Spanning Tree Protocol，多生成树协议）拓扑变化的情况。 

• 当 MSTP 拓扑变化时，MRP 实体需要向对端实体发送 New 消息声明拓扑变化。 

• 当一个 MRP 实体收到来自对端实体的 New 消息时，它会注册该 New 消息中的属性，并向本

设备的其他实体传播该 New 消息，其他实体收到传播的 New 消息后，向其对端实体发送该

New 消息。 

3. Leave消息 

当一个 MRP 实体注销了某些属性，需要对端实体进行同步注销时，它会向对端实体发送 Leave 消

息。 

当一个 MRP 实体收到来自对端实体的 Leave 消息时，它会注销该 Leave 消息中的属性，并向本设

备的其他实体传播该 Leave 消息，其他实体收到传播的 Leave 消息后，根据该 Leave 消息中的属

性在本设备上的状态，决定是否向其对端实体发送该 Leave 消息（比如该 Leave 消息中的属性为某

VLAN，若该 VLAN 为动态 VLAN，且本设备上无实体注册该 VLAN，则在设备上删除该 VLAN，并

向对端实体发送该 Leave 消息；若该 VLAN 为静态 VLAN，则不向对端实体发送该 Leave 消息）。 

4. LeaveAll消息 

每个 MRP 实体启动时都会启动各自的 LeaveAll 定时器，当该定时器超时后，MRP 实体就会向对

端实体发送 LeaveAll 消息。 

当一个 MRP 实体收发 LeaveAll 消息时，它会启动 Leave 定时器，同时根据自身的属性状态决定是

否发送 Join 消息要求对端实体重新注册某属性。该实体在 Leave 定时器超时前，重新注册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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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对端实体的 Join 消息中的属性；在 Leave 定时器超时后，注销所有未重新注册的属性信息，

从而周期性地清除网络中的垃圾属性。 

1.1.3  MRP定时器 

MRP 定义了四种定时器，用于控制各种 MRP 消息的发送。 

1. Periodic定时器 

每个 MRP 实体启动时都会启动各自的 Periodic 定时器，来控制 MRP 消息的周期发送。该定时器

超时前，实体收集需要发送的 MRP 消息，在该定时器超时后，将所有待发送的 MRP 消息封装成尽

可能少的报文发送出去，这样减少了报文发送数量。随后再重新启动 Periodic 定时器，开始新一轮

的循环。 

 

Periodic 定时器允许用户通过命令行开启或关闭。如果关闭 Periodic 定时器，则 MRP 实体不再周

期发送 MRP 消息，仅在 LeaveAll 定时器超时或收到来自对端实体的 LeaveAll 消息的情况下会发送

MRP 消息。 

 

2. Join定时器 

Join 定时器用来控制 Join 消息的发送。为了保证消息能够可靠地发送到对端实体，MRP 实体在发

送 Join 消息时，将启动 Join 定时器。如果在该定时器超时前收到了来自对端实体的 JoinIn 消息，

且该 JoinIn 消息中的属性与发出的 Join 消息中的属性一致，便不再重发该 Join 消息，否则在该定

时器超时后，当 Periodic 定时器也超时，它将重发一次该 Join 消息。 

3. Leave定时器 

Leave 定时器用来控制属性的注销。当 MRP 实体收到来自对端实体的 Leave 消息（或收发 LeaveAll
消息）时，将启动 Leave 定时器。如果在该定时器超时前，收到来自对端实体的 Join 消息，且该

Join 消息中的属性与收到的 Leave 消息中的属性一致（或与收发的 LeaveAll 消息中的某些属性一

致），则这些属性不会在本实体被注销，其他属性则会在该定时器超时后被注销。 

4. LeaveAll定时器 

每个 MRP 实体启动时都会启动各自的 LeaveAll 定时器，当该定时器超时后，该实体就会向对端实

体发送 LeaveAll 消息，随后再重新启动 LeaveAll 定时器，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对端实体在收到

LeaveAll 消息后也重新启动 LeaveAll 定时器。 

 

LeaveAll 定时器具有抑制机制，即当某个 MRP 实体的 LeaveAll 定时器超时后，会向对端实体发送

LeaveAll 消息，对端实体在收到 LeaveAll 消息时，重启本实体的 LeaveAll 定时器，从而有效抑制

网络中的 LeaveAll 消息数。为了防止每次都是同一实体的 LeaveAll 定时超时，每次 LeaveAll 定时

器重启时，LeaveAll 定时器的值都将在一定范围内随机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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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MVRP注册模式 

MVRP 传递的 VLAN 配置信息既包括本地手工配置的静态信息，也包括来自其他设备的动态信息。

MVRP 有三种注册模式，不同注册模式对动态 VLAN 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 

• Normal 模式：该模式下的 MVRP 实体允许进行动态 VLAN 的注册或注销。 

• Fixed 模式：该模式下的 MVRP 实体禁止进行动态 VLAN 的注销，收到的 MVRP 报文会被丢

弃。也就是说，在该模式下，实体已经注册的动态 VLAN 是不会被注销的，同时也不会注册

新的动态 VLAN。 

• Forbidden 模式：该模式下的 MVRP 实体禁止进行动态 VLAN 的注册，收到的 MVRP 报文会

被丢弃。也就是说，在该模式下，实体不会注册新的动态 VLAN，一旦在配置该模式前注册的

动态 VLAN 被注销后，不会重新进行注册。 

1.1.5  协议规范 

与 MVRP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IEEE 802.1ak：IEEE Standard for Local and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s: Virtual Bridged 
Local Area Networks – Amendment 07：Multiple Registration Protocol 

1.2  MVRP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MVRP 时，需要注意： 

• MVRP 功能只能与 STP、RSTP 或 MSTP 配合使用，而无法与其他二层网络拓扑协议（如

PVST、RRPP 和 Smart Link）同时配置。MVRP 报文的收发不受 STP/RSTP/MSTP 阻塞端

口影响。有关 STP、RSTP、MSTP 和 PVST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

置指导”中的“生成树”；有关 RRP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

“RRPP”；有关Smart Link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Smart Link”。  

• 建议不要同时启用远程端口镜像功能和 MVRP 功能，否则 MVRP 可能将远程镜像 VLAN 注册

到错误的端口上，导致镜像目的端口会收到很多不必要的报文。有关远程端口镜像的详细介

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镜像”。 

• 在二层聚合接口上启用了 MVRP 功能后，会同时在二层聚合接口和对应的所有选中成员端口

上进行动态 VLAN 的注册或注销。 

• 如果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了聚合组，则加入聚合组之前和加入聚合组之后在该接口上进行的

MVRP 相关配置不会生效，该接口退出聚合组后，MVRP 的配置才会生效。 

1.3  MVRP配置任务简介 

MVRP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MVRP功能 

(2) 配置MVRP注册模式 

(3) （可选）配置MRP定时器 

(4) （可选）配置MVRP兼容GV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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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VRP配置准备 

• 由于 MVRP 需要基于 MSTI 运行，因此在配置 MVRP 时，需要保证当前网络内所有 MSTI 都
生效，即网络中设备都需要至少存在一个 MSTI 对应的 VLAN 以保证 MSTI 能够生效。 

• MVRP 功能只能在 Trunk 端口上生效，因此需要保证 MVRP 实体的端口链路类型为 Trunk 类

型。有关 Trunk 端口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1.5  开启MVRP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开启 MVRP 功能。 
mvrp global enable 

缺省情况下，全局的 MVR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要使端口上的 MVRP 功能生效，必须全局开启 MVRP 功能。 

(3)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Trunk 类型。 
port link-type trunk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类型。 

有关 port link-type trunk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

中的“VLAN”。 

(5) 配置允许指定的 VLAN 通过当前 Trunk 端口。 
port trunk permit vlan { vlan-id-list | all } 

缺省情况下，Trunk 端口只允许 VLAN 1 通过。 

需要保证所有注册的 VLAN 都能够从该端口通过。 

有关 port trunk permit vlan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

考”中的“VLAN”。 

(6) 在端口上开启 MVRP 功能。 
mvrp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的 MVR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6  配置MVRP注册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 MVRP 注册模式。 
mvrp registration { fixed | forbidden | norm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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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当前端口的 MVRP 端口注册模式为 Normal 模式。 

1.7  配置MRP定时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 表 1-1 所示，为保证MVRP的正常运行，Join定时器、Leave定时器和LeaveAll定时器的正确取

值范围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当配置某定时器时，如果配置值超出了该定时器当前正确的取值

范围，则该配置属于错误配置。用户可以通过改变相关定时器的值（必须是 20 厘秒的倍数）来重

新进行配置。 

表1-1 Join 定时器、Leave 定时器和 LeaveAll 定时器正确取值范围间的依赖关系 

定时器 取值下限 取值上限 

Join定时器 20厘秒 小于Leave定时器值的一半 

Leave定时器 大于Join定时器值的两倍 小于LeaveAll定时器的值 

LeaveAll定时器 大于所有端口上Leave定时器的值 32760厘秒 

 

配置 MRP 定时器时，需要注意： 

• MRP 定时器的值建议全网一致，否则会出现 VLAN 频繁注册/注销的情况。 

• 设备的每个端口上都独立维护自己的 Periodic 定时器、Join 定时器和 LeaveAll 定时器，而每

个端口的每个属性上分别维护着一个 Leave 定时器。 

• 当用户欲恢复各定时器的值为缺省值时，建议按照 Join 定时器->Leave 定时器->LeaveAll 定
时器的顺序依次恢复。 

• Periodic 定时器的值可以在任何时刻恢复为缺省值。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LeaveAll 定时器的值。 
mrp timer leaveall timer-value 

缺省情况下，LeaveAll 定时器的值为 1000 厘秒。 

(4) 配置 Join 定时器的值。 
mrp timer join timer-value 

缺省情况下，Join 定时器的值为 20 厘秒。 

(5) 配置 Leave 定时器的值。 
mrp timer leave timer-value 

缺省情况下，Leave 定时器的值为 60 厘秒。 

(6) 配置 Periodic 定时器的值。 
mrp timer periodic timer-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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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Periodic 定时器的值为 100 厘秒。 

1.8  配置MVRP兼容GVRP 

1. 功能简介 

MVRP 允许兼容 GVRP（GARP VLAN Registration Protocol，GARP VLAN 注册协议）。当有邻接

设备支持 GVRP 功能时，可以通过配置 MVRP 兼容 GVRP，允许本设备同时收发 MVRP 和 GVRP
报文。有关 GVR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相关协议规范 IEEE 802.1Q。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MVRP 兼容 GVRP 时，需要注意： 

• 在配置 MVRP 兼容 GVRP 后，MVRP 功能只能与 STP 或 RSTP 配合使用，而不能与 MSTP
配合使用，否则可能会造成网络工作的不正常。 

• 在配置 MVRP 兼容 GVRP 后，建议关闭 Periodic 定时器，否则当系统繁忙时，容易造成

VLAN 状态的频繁改变。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MVRP 兼容 GVRP。 
mvrp gvrp-compliance enable 

缺省情况下，MVRP 不兼容 GVRP。 

1.9  MVR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MVRP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MVRP 的统计信息。 

表1-2 MVR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MVRP运行状态信息 display mvrp running-status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显示端口在指定VLAN内的MVRP
接口状态信息 

display mvrp stat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vlan vlan-id 

显示MVRP统计信息 display mvr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清除端口上的MVRP统计信息 reset mvr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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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MVRP典型配置举例 

1.10.1  MVRP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设备A上创建了VLAN 10、设备B上创建了VLAN 20，各台设备上各个端口允许通过的VLAN
如 图 1-2 所示。 

• 通过配置 MSTP，使不同 VLAN 的报文按照不同的 MSTI 转发：VLAN 10 的报文沿 MSTI 1
转发，VLAN 20 沿 MSTI 2 转发，其他 VLAN 沿 MSTI 0 转发。 

• 通过启用 MVRP 功能，并配置 MVRP 的注册模式为 Normal 模式，来实现 Device A、Device 
B、Device C 和 Device D 之间的所有动态 VLAN 的注册和注销，从而保持各 MSTI 中 VLAN
配置的一致。 

• 在网络稳定后，配置 Device B 上与 Device A 相连端口的 MVRP 注册模式为 Fixed 模式，使

该端口注册的动态 VLAN 不被注销。 

2. 组网图 

图1-2 MVRP 配置组网图 

 
 

G
E1

/0
/1

G
E1/0/1

G
E1

/0
/1

G
E1/0/1



 

1-9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进入 MST 域视图。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 配置 MST 域的域名、VLAN 映射关系和修订级别。 
[DeviceA-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DeviceA-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DeviceA-mst-region] instance 2 vlan 20 

[DeviceA-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手工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A-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quit 

# 定义 Device A 为 MSTI 1 的根桥。 
[DeviceA] stp instance 1 root primary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 
[DeviceA] stp global enable 

# 全局开启 MVRP 功能。 
[DeviceA] mvrp global enable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配置为 Trunk 口，并允许所有 VLAN 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MVRP。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mvr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口，并允许 VLAN 40 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开启 MVRP。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mvr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为 Trunk 口，并允许所有 VLAN 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开启 MVRP。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mvr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创建 VLAN 10。 
[DeviceA] vlan 10 

[DeviceA-vlan10] quit 

(2) 配置 Devic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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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MST 域视图。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 配置 MST 域的域名、VLAN 映射关系和修订级别。 
[DeviceB-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DeviceB-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DeviceB-mst-region] instance 2 vlan 20 

[DeviceB-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手工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B-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quit 

# 定义 Device B 为 MSTI 2 的根桥。 
[DeviceB] stp instance 2 root primary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 
[DeviceB] stp global enable 

# 开启全局 MVRP 功能。 
[DeviceB] mvrp global enable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配置为 Trunk 口，并允许 VLAN 20、VLAN 40 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0 40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MVRP。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mvr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口，并允许所有 VLAN 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开启 MVRP。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mvr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为 Trunk 口，并允许所有 VLAN 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开启 MVRP。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mvr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创建 VLAN 20。 
[DeviceB] vlan 20 

[DeviceB-vlan20] quit 

(3) 配置 Device C 

# 进入 MST 域视图。 
<DeviceC>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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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 配置 MST 域的域名、VLAN 映射关系和修订级别。 
[DeviceC-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2 vlan 20 

[DeviceC-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手工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quit 

# 定义 Device C 为 MSTI 0 的根桥。 
[DeviceC] stp instance 0 root primary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 
[DeviceC] stp global enable 

# 全局开启 MVRP 功能。 
[DeviceC] mvrp global enable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配置为 Trunk 口，并允许所有 VLAN 通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MVRP。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mvr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口，并允许所有 VLAN 通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开启 MVRP。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mvr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配置 Device D 

# 进入 MST 域视图。 
<DeviceD> system-view 

[DeviceD]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 配置 MST 域的域名、VLAN 映射关系和修订级别。 
[DeviceD-mst-region] region-name example 

[DeviceD-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0 

[DeviceD-mst-region] instance 2 vlan 20 

[DeviceD-mst-region] revision-level 0 

# 手工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D-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quit 

# 全局开启生成树协议。 
[DeviceD] stp global enable 

# 全局开启 MVRP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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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D] mvrp global enable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配置为 Trunk 口，并允许 VLAN 20，40 通过。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0 40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MVRP。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mvr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口，并允许 VLAN 40 通过。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40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开启 MVRP。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mvr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1) 验证 Normal 注册模式配置 

通过使用 display mvrp running-status 命令可以查看 MVRP 本地 VLAN 的信息，验

证配置是否生效。 

# 查看 Device A 上的本地 VLAN 信息。 
[DeviceA] display mvrp running-status 

 -------[MVRP Global Info]------- 

 Global Status     : Enabled 

 Compliance-GVRP   : False 

 

 ----[GigabitEthernet1/0/1]---- 

 Config  Status                 : Enabled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Registration Type              : Normal 

 Registered VLANs : 

  1(default) 

 Declared VLANs ： 

  1(default), 10, 20 

 Propagated VLANs ： 

  1(default) 

 

 ----[GigabitEthernet1/0/2]---- 

 Config  Status                 : Enabled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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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Registration Type              : Normal 

 Registered VLANs : 

  None 

 Declared VLANs ： 

  1(default) 

 Propagated VLANs ： 

  None 

 

 ----[GigabitEthernet1/0/3]---- 

 Config  Status                 : Enabled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Registration Type              : Normal 

 Registered VLANs : 

  20 

 Declared  VLANs ： 

  1(default), 10 

 Propagated VLANs ： 

  20 

由此可见，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注册了 VLAN 1，向外声明了 VLAN 1、VLAN 10 和

VLAN 20，传播了 VLAN 1。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没有注册任何 VLAN，向外声明了

VLAN 1，没有传播 VLAN。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注册了 VLAN 20，向外声明了 VLAN 1
和 VLAN 10，传播了 VLAN 20。 

# 查看 Device B 上的本地 VLAN 信息。 
[DeviceB] display mvrp running-status 

 -------[MVRP Global Info]------- 

 Global Status     : Enabled 

 Compliance-GVRP   : False 

 

 ----[GigabitEthernet1/0/1]---- 

 Config  Status                 : Enabled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Registration Type              : Normal 

 Registered VLANs : 

  1(default) 

 Declared VLANs ： 

  1(default), 20 

 Propagated VLANs ： 

  1(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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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gabitEthernet1/0/2]---- 

 Config  Status                 : Enabled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Registration Type              : Normal 

 Registered VLANs : 

  1(default), 10 

 Declared VLANs ： 

  1(default), 20 

 Propagated VLANs ： 

  1(default) 

 

 ----[GigabitEthernet1/0/3]---- 

 Config  Status                 : Enabled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Registration Type              : Normal 

 Registered VLANs : 

  1(default), 10 

 Declared VLANs ： 

  20 

 Propagated VLANs ： 

  10 

由此可见，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注册了 VLAN 1，向外声明了 VLAN 1 和 VLAN 20，传

播了 VLAN 1。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注册了 VLAN 1 和 VLAN 10，向外声明了 VLAN 1
和 VLAN 20，传播了 VLAN 1。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注册了 VLAN 1 和 VLAN 10，向外

声明了 VLAN 20，传播了 VLAN 10。 

# 查看 Device C 上的本地 VLAN 信息。 
[DeviceC] display mvrp running-status 

 -------[MVRP Global Info]------- 

 Global Status     : Enabled 

 Compliance-GVRP   : False 

 

 ----[GigabitEthernet1/0/1]---- 

 Config  Status                 : Enabled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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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tration Type              : Normal 

 Registered VLANs : 

  1(default), 10, 20 

 Declared VLANs ： 

  1(default) 

 Propagated VLANs ： 

  1(default), 10 

 

 ----[GigabitEthernet1/0/2]---- 

 Config  Status                 : Enabled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Registration Type              : Normal 

 Registered VLANs : 

  1(default), 20 

 Declared VLANs ： 

  1(default), 10 

 Propagated VLANs ： 

  1(default), 20 

由此可见，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注册了 VLAN 1、VLAN 10 和 VLAN 20，向外声明了

VLAN 1，传播了VLAN 1和VLAN 10。端口GigabitEthernet1/0/2注册了VLAN 1和VLAN 20，
向外声明了 VLAN 1 和 VLAN 10，传播了 VLAN 1 和 VLAN 20。 

# 查看 Device D 上的本地 VLAN 信息。 
[DeviceD] display mvrp running-status 

 -------[MVRP Global Info]------- 

 Global Status     : Enabled 

 Compliance-GVRP   : False 

 

 ----[GigabitEthernet1/0/1]---- 

 Config  Status                 : Enabled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Registration Type              : Normal 

 Registered VLANs : 

  1(default), 20 

 Declared VLANs ： 

  1(default) 

 Propagated VLANs ： 

  1(default), 20 

 

 ----[GigabitEthernet1/0/2]---- 

 Config  Status                 :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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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Registration Type              : Normal 

 Registered VLANs : 

  1(default) 

 Declared  VLANs ： 

  None 

 Propagated VLANs ： 

  None 

由此可见，端口GigabitEthernet1/0/1注册并传播了VLAN 10和VLAN 20，向外声明VLAN 1。
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注册了 VLAN 1，没有向外声明和传播 VLAN。 

(2) 更改注册模式并验证 

配置 Device B 上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的 MVRP 注册模式为 Fixed 模式，使其注册的动

态 VLAN 不被注销。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的 MVRP 注册模式为 Fixed 模式。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mvrp registration fixed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查看 Device B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 MVRP 本地 VLAN 的信息。 
[DeviceB] display mvrp running-statu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MVRP Global Info]------- 

 Global Status     : Enabled 

 Compliance-GVRP   : False 

 

 ----[GigabitEthernet1/0/3]---- 

 Config  Status                 : Enabled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Registration Type              : Fixed 

 Registered VLANs : 

  1(default), 10 

 Declared VLANs ： 

  20 

 Propagated VLANs ： 

  10 

由此可见，此时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的 VLAN 信息与没有配置 Fixed 模式时的 VLAN
信息相同。 

# 在 Device A 上删除 VLAN 10。 
[DeviceA] undo vlan 10 

# 查看 Device B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 MVRP 本地 VLAN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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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 display mvrp running-statu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MVRP Global Info]------- 

 Global Status     : Enabled 

 Compliance-GVRP   : False 

 

 ----[GigabitEthernet1/0/3]---- 

 Config  Status                 : Enabled 

 Running Status                 : Enabled 

 Join Timer                     : 20 (centiseconds) 

 Leave Timer                    : 60 (centiseconds) 

 Periodic Timer                 : 100 (centiseconds) 

 LeaveAll Timer                 : 1000 (centiseconds) 

 Registration Type              : Fixed 

 Registered VLANs : 

  1(default), 10 

 Declared VLANs ： 

  20 

 Propagated VLANs ： 

  10 

由此可见，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 Fixed 模式后，该端口注册的动态 VLAN 信息不会

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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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inQ 
1.1  QinQ简介 

QinQ 是 802.1Q in 802.1Q 的简称，是基于 IEEE 802.1Q 技术的一种比较简单的二层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虚拟专用网络）协议。QinQ 通过将一层 VLAN Tag 封装到私网报文上，使其携

带两层 VLAN Tag 穿越运营商的骨干网络（又称公网），从而使运营商能够利用一个 VLAN 为包含

多个VLAN的用户网络提供服务。QinQ最多可以提供 4094×4094个VLAN，满足了城域网对VLAN
数量的需求。 

1.1.1  QinQ的优点 

QinQ 具备以下优点： 

• 缓解公网 VLAN 资源日益紧缺的问题。 

• 用户可以规划自己的私网 VLAN，不会导致与公网 VLAN 冲突。 

• 为用户提供了一种简单、灵活的二层 VPN 解决方案。 

• 当运营商进行 VLAN 规划时，用户网络不必更改原有配置，使用户网络具有了较强的独立性。 

1.1.2  QinQ的工作原理 

如 图 1-1 所示，QinQ报文在运营商网络中传输时带有双层VLAN Tag： 

• 内层 VLAN Tag：为用户的私网 VLAN Tag，对应图中的 Customer VLAN Tag（简称 CVLAN）。

设备依靠该 Tag 在私网中传送报文。 

• 外层 VLAN Tag：为运营商分配给用户的公网 VLAN Tag，对应图中的 Service VLAN Tag（简

称 SVLAN）。设备依靠该 Tag 在公网中传送 QinQ 报文。 

图1-1 QinQ 的报文结构 

 
 

在公网的传输过程中，设备只根据外层 VLAN Tag 转发报文，而内层 VLAN Tag 将被当作报文的数

据部分进行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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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QinQ 典型应用组网图 

 
 

如 图 1-2 所示，用户网络A和B的私网VLAN分别为VLAN 1～10 和VLAN 1～20。运营商为用户网

络A和B分配的公网VLAN分别为VLAN 3 和VLAN 4。 

(1) 当用户网络 A 和 B 中带私网 VLAN Tag 的报文进入运营商网络时，报文外面就会被分别封装

上 VLAN 3 和 VLAN 4 的公网 VLAN Tag。 

(2) 来自不同用户网络的报文在运营商网络中传输时被隔离，即使这些用户网络各自的 VLAN 范

围存在重叠，因为分配到的公网 VLAN 不同，在运营商网络中传输时也不会产生冲突。 

(3) 当报文穿过运营商网络，到达运营商网络另一侧 PE（Provider Edge，服务提供商网络边缘）

设备后，报文被剥离公网 VLAN Tag，然后再传送给用户网络的 CE（Customer Edge，用户

网络边缘）设备。 

1.1.3  QinQ的实现方式 

当端口上配置了 QinQ 功能后，不论从该端口收到的报文是否带有 VLAN Tag，设备都会为该报文

添加本端口 PVID 的 Tag： 

• 如果收到的是带有 VLAN Tag 的报文，该报文就成为带两层 Tag 的报文。 

• 如果收到的是不带 VLAN Tag 的报文，该报文就成为带有本端口 PVID 的 Tag 的报文。 

QinQ 功能是以端口来划分用户或用户网络，但当多个不同用户以不同的 VLAN 接入到同一个端口

时则无法区分用户。如果需要为不同用户的 VLAN 的报文添加不同的外层 VLAN Tag，可以通过

VLAN 映射或 QoS Nest 功能实现。 

• 为不同内层 VLAN Tag 的报文添加不同的外层 VLAN Tag，建议使用 1:2 VLAN 映射功能。 

• 如果运营商网络需要使用 VLAN ID 之外的匹配条件更灵活的匹配用户网络报文，或在为报文

添加外层 VLAN Tag 时，需要同时配置其它流行为，请使用 QoS Nest 功能。 

有关 VLAN 映射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映射”。有关

QoS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ACL 和 QoS 配置指导”中的“Q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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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协议规范 

与 QinQ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IEEE 802.1Q：IEEE Standard for Local and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s-Virtual Bridged 
Local Area Networks 

• IEEE 802.1ad：IEEE Standard for Local and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s-Virtual Bridged 
Local Area Networks-Amendment 4: Provider Bridges 

1.2  QinQ配置限制和指导 

QinQ 功能应在 PE 设备的用户网络侧接口上进行配置。 

配置 QinQ 功能时，需要注意： 

• QinQ 为报文加上外层 VLAN Tag 后，内层 VLAN Tag 将被当作报文的数据部分进行传输，报

文长度将增加 4 个字节。因此建议用户适当增加 QinQ 报文传输路径上各接口的 MTU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最大传输单元）值（至少为 1504 字节）。 

• 若用户同时通过配置 QinQ 和 VLAN 映射或 QoS 策略来添加报文的 VLAN Tag，且配置冲突

时，按如下优先顺序配置生效：VLAN 映射->QinQ->QoS 策略。 

1.3  开启QinQ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了 QinQ 功能的端口将为其收到的报文添加该端口 PVID 的 Tag。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启或关闭 QinQ 功能之前，要先清除已有的 VLAN 映射表项。有关 VLAN 映射的详细介绍，请参

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映射”。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 
port link-type { access | hybrid | trunk }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4) 配置端口允许 PVID 的报文通过。请根据端口的链路类型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Access 端口的所属 VLAN。 
port access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所有 Access 端口都属于 VLAN 1。 

Access 端口的 PVID 为其所属 VLAN，且发送所属 VLAN 的报文时不带 Tag。 

 配置 Hybrid 端口允许 PVID 的报文不带 Tag 通过。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untag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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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Hybrid 端口只允许该端口在链路类型为 Access 时所属 VLAN 的报文以

Untagged 方式通过。 

 配置 Trunk 端口允许 PVID 的报文通过。 
port trunk permit vlan { vlan-id-list | all } 

缺省情况下，Trunk 端口只允许 VLAN 1 的报文通过。 

(5) 开启端口的 QinQ 功能。 
qinq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QinQ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  配置VLAN透传功能 

1. 功能简介 

端口上开启了 QinQ 功能后，从该端口收到的报文就会被打上本端口 PVID 的 Tag。而 VLAN 透传

功能则可使端口在收到带有指定 VLAN Tag 的报文后，不为其添加外层 VLAN Tag 而直接在运营商

网络中传输。例如，当某 VLAN 为企业专线 VLAN 或网管 VLAN 时，就可以使用 VLAN 透传功能。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VLAN 透传功能时，需要注意： 

• 配置 VLAN 透传功能时，还需在报文传输路径的所有端口上都配置允许透传 VLAN 通过。 

• 配置了用户侧端口对指定 VLAN 的报文进行透传后，请勿在该端口上对这些 VLAN 再进行修

改报文 VLAN Tag 的相关配置。 

• 同一接口上透传 VLAN 和 VLAN 映射表项的原始 VLAN 及转换后 VLAN（对于携带两层 VLAN 
Tag 的报文，原始 VLAN 及转换后 VLAN 都仅指外层 VLAN）不允许相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Hybrid 或 Trunk。 
port link-type { hybrid | trunk }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4) 配置端口允许透传 VLAN 的报文通过。请根据端口的链路类型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Hybrid 端口允许透传 VLAN 的报文通过。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 tagged | untagged } 

缺省情况下，Hybrid 端口只允许该端口在链路类型为 Access 时所属 VLAN 的报文以

Untagged 方式通过。 

 配置 Trunk 端口允许透传 VLAN 的报文通过。 
port trunk permit vlan { vlan-id-list | all } 

缺省情况下，Trunk 端口只允许 VLAN 1 的报文通过。 

(5) 配置端口的 VLAN 透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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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q transparent-vlan vlan-id-lis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VLAN 透传功能。 

1.5  配置VLAN Tag的TPID值 

1.5.1  功能简介 

TPID（Tag Protocol Identifier，标签协议标识符）值可以用来判断报文中是否带有 VLAN Tag。例

如，在设备上配置用户 VLAN Tag 和运营商 VLAN Tag 的 TPID 值分别为 0x8200 和 0x9100，如果

该设备收到的报文实际携带的内、外层 VLAN Tag 的 TPID 值分别为 0x8100 和 0x9100，由于该报

文外层 VLAN Tag 的 TPID 值与配置值相同，而内层 VLAN Tag 的 TPID 值与配置值不同，该设备会

认为该报文只携带运营商 VLAN Tag，而没有携带用户 VLAN Tag；对于该设备收到的只带有一层

VLAN Tag的报文，如果该VLAN Tag的TPID值不为0x9100，则该设备会认为该报文没有携带VLAN 
Tag。 

第三方厂商的设备可能将 QinQ 报文外层 VLAN Tag 的 TPID 设为不同的值。为了与这些厂商的设

备兼容，用户可以通过修改 TPID 值，使发送的 QinQ 报文携带的 TPID 值与第三方厂商的相同，从

而实现与这些厂商的设备互通。 

1.5.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内层 VLAN Tag 的 TPID 值应在 PE 设备上进行配置；外层 VLAN Tag 的 TPID 值应在 PE 设备的运

营商网络侧的接口上进行配置。 

1.5.3  配置内层VLAN Tag的TPID值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内层 VLAN Tag 的 TPID 值。 
qinq ethernet-type customer-tag hex-value 

缺省情况下，内层 VLAN Tag 的 TPID 值为 0x8100。 

1.5.4  配置外层VLAN Tag的TPID值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外层 VLAN Tag 的 TPID 值。 
qinq ethernet-type service-tag hex-value 

缺省情况下，外层 VLAN Tag 的 TPID 值为 0x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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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QinQ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开启了 QinQ 功能的端口，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QinQ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开启了QinQ功能的端口 display qinq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7  QinQ典型配置举例 

1.7.1  QinQ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公司 A 的两个分支机构 Site 1 和 Site 2 通过运营商网络进行通信，该公司各业务使用的 VLAN
为 VLAN 10～70；公司 B 的两个分支机构 Site 3 和 Site 4 也通过运营商网络进行通信，该公

司各业务使用的 VLAN 为 VLAN 30～90。 

• PE 1 和 PE 2 为运营商网络的边缘设备，且二者通过 TPID 值为 0x8200 的运营商网络设备进

行连接。 

• 通过配置，利用运营商提供的 VLAN 100 使公司 A 的两个分支机构之间实现互通，利用运营

商提供的 VLAN 200 使公司 B 的两个分支机构之间实现互通。 

2. 组网图 

图1-3 QinQ 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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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provider network

VLANs 100 and 200
TPID = 0x 8200

P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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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 1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00 的报文通过。 
<PE1> system-view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PVID 为 VLAN 100。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vid vlan 100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QinQ 功能。 
[PE1-GigabitEthernet1/0/1] qinq enable 

[PE1-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端口GigabitEthernet1/0/2为Trunk端口，且允许VLAN 100和VLAN 200的报文通过。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200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外层 VLAN Tag 的 TPID 值为 0x8200。 
[PE1-GigabitEthernet1/0/2] qinq ethernet-type service-tag 8200 

[PE1-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200 的报文通过。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PE1-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PE1-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00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的 PVID 为 VLAN 200。 
[PE1-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vid vlan 200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的 QinQ 功能。 
[PE1-GigabitEthernet1/0/3] qinq enable 

[PE1-GigabitEthernet1/0/3] quit 

(2) 配置 PE 2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200 的报文通过。 
<PE2> system-view 

[PE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PE2-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PE2-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00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PVID 为 VLAN 200。 
[PE2-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vid vlan 200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QinQ 功能。 
[PE2-GigabitEthernet1/0/1] qinq enable 

[PE2-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端口GigabitEthernet1/0/2为Trunk端口，且允许VLAN 100和VLAN 200的报文通过。 
[PE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PE2-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PE2-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200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外层 VLAN Tag 的 TPID 值为 0x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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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GigabitEthernet1/0/2] qinq ethernet-type service-tag 8200 

[PE2-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00 的报文通过。 
[PE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PE2-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PE2-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的 PVID 为 VLAN 100。 
[PE2-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vid vlan 100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的 QinQ 功能。 
[PE2-GigabitEthernet1/0/3] qinq enable 

[PE2-GigabitEthernet1/0/3] quit 

(3) 配置公共网络设备 

配置运营商网络中 PE 1 到 PE 2 之间路径上的设备端口都允许 VLAN 100 和 VLAN 200 的报

文携带 VLAN Tag 通过，且这些端口的 MTU 值至少为 1504 字节。 

1.7.2  VLAN透传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某公司的两个分支机构 Site 1 和 Site 2 通过运营商网络进行通信，该公司各业务使用的 VLAN
为 VLAN 10～50 和 VLAN 3000，其中 VLAN 3000 为企业专线 VLAN。 

• PE 1 和 PE 2 为运营商网络的边缘设备。 

• 通过配置，使公司使用的 VLAN 10～50 利用运营商提供的 VLAN 100 实现互通，VLAN 3000
不利用运营商提供的 VLAN 就能实现互通。 

2. 组网图 

图1-4 VLAN 透传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 1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00 和 VLAN 3000 的报文通

过。 
<PE1>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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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3000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PVID 为 VLAN 100。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vid vlan 100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QinQ 功能。 
[PE1-GigabitEthernet1/0/1] qinq enable 

# 配置端口对 VLAN 3000 的报文进行透传。 
[PE1-GigabitEthernet1/0/1] qinq transparent-vlan 3000 

[PE1-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00 和 VLAN 3000 的报文通

过。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3000 

[PE1-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PE 2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00 和 VLAN 3000 的报文通

过。 
<PE2> system-view 

[PE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PE2-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PE2-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3000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PVID 为 VLAN 100。 
[PE2-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vid vlan 100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QinQ 功能。 
[PE2-GigabitEthernet1/0/1] qinq enable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对 VLAN 3000 的报文进行透传。 
[PE2-GigabitEthernet1/0/1] qinq transparent-vlan 3000 

[PE2-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00 和 VLAN 3000 的报文通

过。 
[PE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PE2-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PE2-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3000 

[PE2-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公共网络设备 

配置运营商网络中 PE 1 到 PE 2 之间路径上的设备端口都允许 VLAN 100 和 VLAN 3000 的报

文携带 VLAN Tag 通过，且这些端口的 MTU 值至少为 1504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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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LAN映射 

1.1  VLAN映射简介 

VLAN 映射（VLAN Mapping）也叫做 VLAN 转换（VLAN Translation），它可以修改报文携带的 VLAN 
Tag 或为报文添加 VLAN Tag，实现不同 VLAN ID 之间的相互转换。 

1.1.1  VLAN映射的分类 

目前设备提供下面几种映射关系： 

• 1:1 VLAN 映射：将来自某一特定 VLAN 的报文所携带的 VLAN Tag 替换为新的 VLAN Tag。 

• 1:2 VLAN映射：为携带有一层VLAN Tag的报文添加外层VLAN Tag，使报文携带两层VLAN 
Tag。 

1.1.2  VLAN映射的应用 

1. 1:1 VLAN映射的应用 

如 图 1-1 所示，1:1 VLAN映射主要用来实现小区的宽带上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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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1 VLAN 映射应用示意图 

 
 

在 图 1-1 中，进行了如下网络规划： 

• 在家庭网关上，分别将电脑上网（PC）、视频点播（VoD）和语音电话（VoIP）业务依次划分

到不同 VLAN。 

• 在楼道交换机上，为了隔离不同家庭的同类业务，需要将每个家庭的每种业务都划分到不同

的 VLAN，即进行 1:1 VLAN 映射，这就要用到大量的 VLAN。 

2. 1:2 VLAN映射的应用 

1:2 VLAN映射的应用环境如 图 1-2 所示，处于不同地理位置（Site 1 和Site 2）的用户跨越了SP
（Service Provider，服务提供商）的网络进行互通。同时网络中包含两种不同业务类型的数据，这

两种业务类型的数据使用不同的外层VLAN Tag在运营商网络中进行传输。 

汇聚层网络

DHCP client

DHCP server

VLAN 1 -> VLAN 101
VLAN 2 -> VLAN 201
VLAN 3 -> VLAN 301

VLAN 1 -> VLAN 102
VLAN 2 -> VLAN 202
VLAN 3 -> VLAN 302

PC

VoD

VoIP

VLAN 2

VLAN 1

VLAN 3

PC

VoD

VoIP

VLAN 2

VLAN 1

VLAN 3

VLAN 1 -> VLAN 199
VLAN 2 -> VLAN 299
VLAN 3 -> VLAN 399

VLAN 1 -> VLAN 200
VLAN 2 -> VLAN 300
VLAN 3 -> VLAN 400

PC

VoD

VoIP

VLAN 2

VLAN 1

VLAN 3

PC

VoD

VoIP

VLAN 2

VLAN 1

VL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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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2 VLAN 映射应用示意图 

 
 

在 图 1-2 中Site 1 和Site 2 中的用户所在的VLAN为VLAN 10 和VLAN 20，SP分配给用户的VLAN
分别为VLAN 100 和VLAN 200。当Site 1 的报文进入SP 的网络后，PE 1 为不同业务类型的报文添

加不同的VLAN Tag，这个过程就是 1:2 VLAN映射。这样，用户就可以自由规划自己网络中的VLAN 
ID，而不用担心与SP的VLAN ID相冲突，运营商也可以将不同业务类型的数据分开传输，以便针对

不同业务类型的数据配置不同的传输策略。同时也因为此时报文携带两层VLAN Tag，网络可用的

VLAN为 4094×4094 个，缓解了原先SP网络中可用VLAN只有 4094 个带来的VLAN资源紧缺的问

题。 

1.1.3  VLAN映射实现方式 

如 图 1-3 所示，在VLAN映射中，数据流和端口分为： 

• 上行数据流：从用户网络发往汇聚层网络或 SP 网络的数据流。 

• 下行数据流：从汇聚层网络或 SP 网络发往用户网络的数据流。 

• 上行端口：发送上行数据流和接收下行数据流的端口。 

• 下行端口：发送下行数据流和接收上行数据流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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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VLAN 映射相关概念示意图 

 
 

1. 1:1 VLAN映射实现方式 

图1-4 1:1 VLAN 映射实现方式示意图 

 
 

如 图 1-4 所示，通过在下行端口配置 1:1 VLAN映射，设备将上行数据流的CVLAN替换为SVLAN，

将下行数据流的SVLAN替换为CVLAN。 

2. 1:2 VLAN映射实现方式 

图1-5 1:2 VLAN 映射实现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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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 1-5 所示，通过在下行端口上配置 1:2 VLAN映射，设备为上行数据流的CVLAN报文再添加一

层SVLAN的VLAN Tag。 

配置 1:2 VLAN 映射时，为保证下行数据流可以顺利到达用户网络，在发送 SVLAN 报文时，需要

剥离其外层 VLAN Tag，只保留 CVLAN Tag。可选择如下两种方式的一种来实现剥离外层 VLAN Tag： 

• 配置下行端口为 Hybrid 端口，并配置当该端口发送 SVLAN 报文时不带 VLAN Tag。 

• 配置下行端口为 Trunk 端口，并将 SVLAN 设为该端口的 PVID。 

1.2  VLAN映射配置限制和指导 

若用户同时通过配置 VLAN 映射和 QinQ 来添加报文的 VLAN Tag，且配置冲突时，VLAN 映射的

配置生效。有关 QinQ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QinQ”。 

若用户同时通过配置 VLAN 映射和 QoS 策略来修改或添加报文的 VLAN Tag，且配置冲突时，VLAN
映射的配置生效。有关 QoS 策略的详细介绍，请参见“ACL 和 QoS 配置指导”中的“QoS 配置方

式”。 

1.3  VLAN映射配置任务简介 

请用户根据网络规划，在不同的设备上进行不同的 VLAN 映射配置。 

VLAN 映射配置任务如下： 

• 配置 1:1 VLAN映射 

在 图 1-1 所示的组网中，需要在楼道交换机上进行此配置。 

• 配置 1:2 VLAN映射 

在 图 1-2 所示的组网中，需要在用户进入SP网络的边缘设备PE 1 和PE 2 上进行此配置。 

1.4  VLAN映射配置准备 

配置 VLAN 映射前，需要先创建好原始 VLAN 和转换后 VLAN。 

1.5  配置1:1 VLAN映射 

1. 功能简介 

在 图 1-1 所示的组网中，需要在楼道交换机的下行端口上配置 1:1 VLAN映射，以便将不同用户的

不同业务用不同的VLAN进行隔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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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Hybrid 或 Trunk。 
port link-type { hybrid | trunk } 

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的链路类型均为 Access 类型。 

(4) 配置端口允许原始 VLAN 及转换后 VLAN 通过。 

 配置 Trunk 端口允许原始 VLAN 及转换后 VLAN 通过。 
port trunk permit vlan vlan-id-list 

缺省情况下，Trunk 端口只允许 VLAN 1 的报文通过。 

 配置 Hybrid 端口允许原始 VLAN 及转换后 VLAN 通过。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tagged 

缺省情况下，Hybrid 端口只允许该端口在链路类型为 Access 时的所属 VLAN 的报文以

Untagged 方式通过。 

(5) 配置 1:1 VLAN 映射。 
vlan mapping vlan-id translated-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配置 VLAN 映射。 

1.6  配置1:2 VLAN映射 

1. 功能简介 

在 图 1-2 所示的组网中，需要在用户进入SP网络的边缘设备PE 1 和PE 2 上配置 1:2 VLAN映射，

以便为报文添加SP分配给用户的外层VLAN Tag，使得不同用户的报文在SP网络中传输时被完全隔

离。 

1:2 VLAN 映射需要在设备下行端口上进行配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若要为不同原始 VLAN 的报文添加不同的外层 VLAN Tag，请将端口的链路类型配置为 Hybrid 类型

并多次配置 1:2 VLAN 映射。 

1:2 VLAN 映射为报文加上外层 VLAN Tag 后，内层 VLAN Tag 将被当作报文的数据部分进行传输，

报文长度将增加 4 个字节。因此建议用户适当增加映射后报文传输路径上各接口的 MTU（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大传输单元）值（至少为 1504 字节）。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相应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Hybrid 或 Trunk。 
port link-type { hybrid | trunk } 

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的链路类型均为 Access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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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端口允许原始 VLAN 通过。 

 配置 Trunk 端口允许原始 VLAN 通过。 
port trunk permit vlan vlan-id-list 

缺省情况下，Trunk 端口只允许 VLAN 1 的报文通过。 

 配置 Hybrid 端口允许原始 VLAN 通过。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 tagged | untagged } 

缺省情况下，Hybrid 端口只允许该端口在链路类型为 Access 时的所属 VLAN 的报文以

Untagged 方式通过。 

(5) 配置端口允许转换后外层 VLAN 不带 Tag 通过当前端口。 

 配置 Trunk 端口的 PVID 为添加的外层 VLAN 并允许该 VLAN 通过。 
port trunk pvid vlan vlan-id 

port trunk permit vlan { vlan-id-list | all } 

 配置允许添加的外层 VLAN 以 Untagged 方式通过 Hybrid 端口。 
port hybrid vlan vlan-id-list untagged 

(6) 配置 1:2 VLAN 映射。 
vlan mapping nest { range vlan-range-list | single vlan-id-list } 
nested-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配置 VLAN 映射。 

1.7  VLAN映射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VLAN 映射的运行情况，通

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VLAN 映射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VLAN映射信息 display vlan mapping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8  VLAN映射典型配置举例 

1.8.1  1:1 VLAN映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某小区，服务提供商为每个家庭都提供了 PC、VoD 和 VoIP 这三种数据服务，每个家庭都

通过各自的家庭网关接入楼道交换机，并通过 DHCP 方式自动获取 IP 地址。 

• 服务提供商希望实现以下网络规划：在家庭网关上，分别将 PC、VoD 和 VoIP 业务依次划分

到 VLAN 1～3；在楼道交换机上，为了隔离不同家庭的同类业务，将每个家庭的每种业务都

划分到不同的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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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6 1:1 VLAN 映射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下行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为Trunk端口且允许原始VLAN
及转换后 VLAN 通过，同时在端口上配置 1:1 VLAN 映射。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2 to 3 

[SwitchA] vlan 101 to 102 

[SwitchA] vlan 201 to 202 

[SwitchA] vlan 301 to 302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 C

汇聚层网络

DHCP client

DHCP server

Switch A

VLAN 1 -> VLAN 101
VLAN 2 -> VLAN 201
VLAN 3 -> VLAN 301

VLAN 1 -> VLAN 102
VLAN 2 -> VLAN 202
VLAN 3 -> VLAN 302

PC

VoD

VoIP

VLAN 2

VLAN 1

VLAN 3

PC

VoD

VoIP

VLAN 2

VLAN 1

VLAN 3

VLAN 1 -> VLAN 103
VLAN 2 -> VLAN 203
VLAN 3 -> VLAN 303

VLAN 1 -> VLAN 104
VLAN 2 -> VLAN 204
VLAN 3 -> VLAN 304

PC

VoD

VoIP

VLAN 2

VLAN 1

VLAN 3

PC

VoD

VoIP

VLAN 2

VLAN 1

VLAN 3

Switch B

GE1/0/1

GE1/0/2

GE1/0/1

GE1/0/2

GE1/0/3

GE1/0/3

Switc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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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2 3 101 201 301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vlan mapping 1 translated-vlan 101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vlan mapping 2 translated-vlan 201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vlan mapping 3 translated-vlan 301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2 3 102 202 302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vlan mapping 1 translated-vlan 102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vlan mapping 2 translated-vlan 202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vlan mapping 3 translated-vlan 302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转换后 VLAN 通过。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1 201 301 102 202 302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2) 配置 Switch B 

Switch B 的配置与 Switch A 相似，配置过程略。 

4. 验证配置 

(1) 查看 Switch A 上的 VLAN 映射配置信息 
[SwitchA] display vlan mappin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Outer VLAN    Inner VLAN    Translated Outer VLAN    Translated Inner VLAN 

  1             N/A           101                      N/A 

  2             N/A           201                      N/A 

  3             N/A           301                      N/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Outer VLAN    Inner VLAN    Translated Outer VLAN    Translated Inner VLAN 

  1             N/A           102                      N/A 

  2             N/A           202                      N/A 

  3             N/A           302                      N/A 

(2) 查看 Switch B 上的 VLAN 映射配置信息 

Switch B 上的 VLAN 映射配置信息与 Switch A 相似，显示信息略。 

以上信息表明，Switch A 和 Switch B 上的 1:1 VLAN 映射配置成功。 

1.8.2  1:2 VLAN映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ite 1 和 Site 2 是某公司的两个分支机构，且利用 VLAN 10 和 VLAN 20 承载不同业务类型的

数据。由于分处不同地域，这两个分支机构采用 SP 所提供的 VPN 接入服务，SP 将 VLAN 
100 和 VLAN 200 分配给该公司使用。 

• 该公司希望其下属的这两个分支机构可以跨越 SP 的网络实现互通。 

• 用户不同业务类型的数据使用不同的外层 VLAN Tag 在运营商网络中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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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7 1:2 映射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 1 

# 创建 VLAN 10、VLAN 20、VLAN 200 和 VLAN 100。 
<PE1> system-view 

[PE1] vlan 10 

[PE1-vlan10] quit 

[PE1] vlan 20 

[PE1-vlan20] quit 

[PE1] vlan 100 

[PE1-vlan100] quit 

[PE1] vlan 200 

[PE1-vlan200] quit 

# 在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 1:2 VLAN 映射，为 VLAN 10 的报文添加 VLAN 100 的

外层 VLAN Tag，为 VLAN 20 的报文添加 VLAN 200 的外层 VLAN Tag。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PE1-GigabitEthernet1/0/1] vlan mapping nest single 10 nested-vlan 100 

[PE1-GigabitEthernet1/0/1] vlan mapping nest single 20 nested-vlan 200 

# 配置 GigabitEthernet1/0/1 为 Hybrid 端口且允许 VLAN 10 和 VLAN 20 的报文携带 VLAN Tag 通

过、VLAN 100 和 VLAN200 的报文不携带 VLAN Tag 通过。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10 20 tagged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100 200 untagged 

[PE1-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00 和 VLAN 200 通过。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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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200 

[PE1-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PE 2 

PE 2 的配置与 PE 1 相似，配置过程略。 

4. 验证配置 

(1) 查看 PE 1 上的 VLAN 映射配置信息 
[PE1] display vlan mappin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Outer VLAN    Inner VLAN    Translated Outer VLAN    Translated Inner VLAN 

  10             N/A           100                      10 

  20             N/A           200                      20 

(2) 查看 PE 2 上的 VLAN 映射配置信息 
[PE2] display vlan mappin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Outer VLAN    Inner VLAN    Translated Outer VLAN    Translated Inner VLAN 

  10             N/A           100                      10 

  20             N/A           200                      20 

以上信息表明，PE 1 和 PE 2 上的 1:2 VLAN 映射配置成功。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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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LDP 
1.1  LLDP简介 

LLDP（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链路层发现协议）提供了一种标准的链路层发现方式，使

不同厂商的设备能够在网络中相互发现并交互各自的系统及配置信息。LLDP 将本端设备的信息（包

括主要能力、管理地址、设备标识、接口标识等）封装在 LLDPDU（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Data Unit，链路层发现协议数据单元）中发布给与自己直连的邻居，邻居收到这些信息后将其以标

准 MIB 的形式保存起来，以供网络管理系统查询及判断链路的通信状况。 

1.1.1  LLDP代理和桥模式 

LLDP 代理是 LLDP 协议运行实体的一个抽象映射。一个接口下，可以运行多个 LLDP 代理。目前

LLDP 定义的代理类型包括： 

Nearest Bridge：最近桥代理。 

Nearest non-TPMR Bridge：最近非 TPMR 桥代理。其中 TPMR（Two-Port MAC Relay，双端口

MAC 中继），是一种只有两个可供外部访问桥端口的桥，支持 MAC 桥的功能子集。TPMR 对于所

有基于帧的介质无关协议都是透明的，但如下协议除外：以 TPMR 为目的地的协议、以保留 MAC
地址为目的地址但 TPMR 定义为不予转发的协议。 

Nearest Customer Bridge：最近客户桥代理。 

LLDP在相邻的代理之间进行协议报文交互，并基于代理创建及维护邻居信息。LLDP不同类型的代

理邻居关系如 图 1-1 所示。 

图1-1 LLDP 邻居关系示意图 

 
 

其中，CB（Customer Bridge，客户桥）和 SB（Service Bridge，服务桥）表示 LLDP 的两种桥模

式。 

• LLDP 工作于客户桥模式时，设备可支持最近桥代理、最近非 TPMR 桥代理和最近客户桥代

理，即设备对报文目的 MAC 地址为上述代理的 MAC 地址的 LLDP 报文进行处理，对报文目

的 MAC 地址为其他 MAC 地址的 LLDP 报文进行 VLAN 内透传。 

• LLDP 工作于服务桥模式时，设备可支持最近桥代理和最近非 TPMR 桥代理，即设备对报文

目的 MAC 地址为上述代理的 MAC 地址的 LLDP 报文进行处理，对报文目的 MAC 地址为其

他 MAC 地址的 LLDP 报文进行 VLAN 内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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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LLDP报文 

封装 LLDPDU的报文称为 LLDP报文，其封装格式有两种：Ethernet II和SNAP（Subnetwork Access 
Protocol，子网访问协议）。 

1. Ethernet II格式封装的LLDP报文 

图1-2 Ethernet II 格式封装的 LLDP 报文 

 

 

如 图 1-2 所示，Ethernet II格式封装的LLDP报文包含如下字段： 

• Destination MAC address：目的 MAC 地址。为区分同一接口下不同类型代理发送及接收的

LLDP 报文，LLDP 协议规定了不同的组播 MAC 地址作为不同类型代理的 LLDP 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 

 最近桥代理类型的 LLDP 报文使用组播 MAC 地址 0x0180-c200-000e。 

 最近客户桥代理类型的 LLDP 报文使用组播 MAC 地址 0x0180-c200-0000。 

 最近非 TPMR 桥代理类型的 LLDP 报文使用组播 MAC 地址 0x0180-c200-0003。 

• Source MAC address：源 MAC 地址，为端口 MAC 地址。 

• Type：报文类型，为 0x88CC。 

• Data：数据内容，为 LLDPDU。 

• FCS：帧检验序列，用来对报文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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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NAP格式封装的LLDP报文 

图1-3 SNAP 格式封装的 LLDP 报文 

 

 

如 图 1-3 所示，SNAP格式封装的LLDP报文包含如下字段： 

• Destination MAC address：目的 MAC 地址，与 Ethernet II 格式封装的 LLDP 报文目的 MAC
地址相同。 

• Source MAC address：源 MAC 地址，为端口 MAC 地址。 

• Type：报文类型，为 0xAAAA-0300-0000-88CC。 

• Data：数据内容，为 LLDPDU。 

• FCS：帧检验序列，用来对报文进行校验。 

1.1.3  LLDPDU 

LLDPDU 是封装在 LLDP 报文数据部分的数据单元。在组成 LLDPDU 之前，设备先将本地信息封

装成 TLV 格式，再由若干个 TLV 组合成一个 LLDPDU 封装在 LLDP 报文的数据部分进行传送。 

图1-4 LLDPDU 的封装格式 

 

 

如 图 1-4 所示，蓝色的Chassis ID TLV、Port ID TLV、Time To Live TLV是每个LLDPDU都必须携

带的，其余的TLV则为可选携带。每个LLDPDU最多可携带 32 种TLV。 

1.1.4  TLV 

TLV 是组成 LLDPDU 的单元，每个 TLV 都代表一个信息。LLDP 可以封装的 TLV 包括基本 TLV、
802.1 组织定义 TLV、802.3 组织定义 TLV 和 LLDP-MED（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Media 
Endpoint Discovery，链路层发现协议媒体终端发现） TLV。 

基本 TLV 是网络设备管理基础的一组 TLV，802.1组织定义 TLV、802.3组织定义 TLV 和 LLDP-MED 
TLV 则是由标准组织或其他机构定义的 TLV，用于增强对网络设备的管理，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是

否在 LLDPDU 中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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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TLV 

在基本TLV中，有几种TLV对于实现LLDP功能来说是必选的，即必须在LLDPDU中发布，如 表 1-1
所示。 

表1-1 基本 TLV 

TLV 名称 说明 是否必须发布

Chassis ID 发送设备的桥MAC地址 是 

Port ID 标识LLDPDU发送端的端口。如果LLDPDU中携带有LLDP-MED TLV，
其内容为端口的MAC地址；否则，其内容为端口的名称 是 

Time To Live 本设备信息在邻居设备上的存活时间 是 

End of LLDPDU LLDPDU的结束标识，是LLDPDU的最后一个TLV 否 

Port Description 端口的描述 否 

System Name 设备的名称 否 

System Description 系统的描述 否 

System Capabilities 系统的主要功能以及已开启的功能项 否 

Management Address 管理地址，以及该地址所对应的接口号和OID（Object Identifier，对

象标识符） 否 

 

2. 802.1 组织定义TLV 

IEEE 802.1 组织定义TLV的内容如 表 1-2 所示。 

目前，本系列设备不支持发送 Protocol Identity TLV 和 VID Usage Digest TLV，但可以接收这两种

类型的 TLV。 

表1-2 IEEE 802.1 组织定义的 TLV 

TLV 名称 说明 

Port VLAN ID(PVID) 端口VLAN ID 

Port and protocol VLAN 
ID(PPVID) 端口协议VLAN ID 

VLAN Name 端口所属VLAN的名称 

Protocol Identity 端口所支持的协议类型 

DCBX （暂不支持）数据中心桥能力交换协议（Data Center Bridging Exchange Protocol）

EVB模块 
（暂不支持）边缘虚拟桥接（Edge Virtual Bridging）模块，具体包括EVB TLV和
CDCP（S-Channel Discovery and Configuration Protocol，S通道发现和配置协

议） TLV这两种TLV 

Link Aggregation 端口是否支持链路聚合以及是否已开启链路聚合 

Management VID 管理VLAN 

VID Usage Digest 包含VLAN ID使用摘要的数据 

ETS Configuration 增强传输选择（Enhanced Transmission Selection）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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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V 名称 说明 

ETS Recommendation 增强传输选择推荐 

PFC （暂不支持）基于优先级的流量控制（Priority-based Flow Control） 

APP 应用协议（Application Protocol） 

QCN （暂不支持）量化拥塞通知（Quantized Congestion Notification） 

 

3. 802.3 组织定义TLV 

IEEE 802.3 组织定义TLV的内容如 表 1-3 所示。 

Power Stateful Control TLV 是在 IEEE P802.3at D1.0 版本中被定义的，之后的版本不再支持该 TLV。
本系列设备只有在收到 Power Stateful Control TLV 后才会发送该类型的 TLV。 

表1-3 IEEE 802.3 组织定义的 TLV 

TLV 名称 说明 

MAC/PHY Configuration/Status 端口支持的速率和双工状态、是否支持端口速率自动协商、是否已开启自动协

商功能以及当前的速率和双工状态 

Power Via MDI 

端口的供电能力，包括PoE（Power over Ethernet，以太网供电）的类型（包

括PSE（Power Sourcing Equipment，供电设备）和PD（Powered Device，
受电设备）两种）、PoE端口的远程供电模式、是否支持PSE供电、是否已开

启PSE供电、供电方式是否可控、供电类型、功率来源、功率优先级、PD请

求功率值、PSE分配功率值 

Maximum Frame Size 端口支持的最大帧长度 

Power Stateful Control 端口的电源状态控制，包括PSE/PD所采用的电源类型、供/受电的优先级以及

供/受电的功率 

Energy-Efficient Ethernet 节能以太网 

 

4. LLDP-MED TLV 

LLDP-MED TLV为VoIP（Voice over IP，在IP网络上传送语音）提供了许多高级的应用，包括基本

配置、网络策略配置、地址信息以及目录管理等，满足了语音设备的不同生产厂商在投资收效、易

部署、易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并解决了在以太网中部署语音设备的问题，为语音设备的生产者、销

售者以及使用者提供了便利。LLDP-MED TLV的内容如 表 1-4 所示。 

如果禁止发布 802.3 的组织定义的 MAC/PHY Configuration/Status TLV，则 LLDP-MED TLV 将不

会被发布，不论其是否被允许发布；如果禁止发布 LLDP-MED Capabilities TLV，则其他 LLDP-MED 
TLV 将不会被发布，不论其是否被允许发布。 

表1-4 LLDP-MED TLV 

TLV 名称 说明 

LLDP-MED Capabilities 网络设备所支持的LLDP-MED TLV类型 

Network Policy 网络设备或终端设备上端口的VLAN类型、VLAN ID以及二三层与具体应用类型相关

的优先级等 

Extended Power-via-MDI 网络设备或终端设备的扩展供电能力，对Power Via MDI TLV进行了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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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V 名称 说明 

Hardware Revision 终端设备的硬件版本 

Firmware Revision 终端设备的固件版本 

Software Revision 终端设备的软件版本 

Serial Number 终端设备的序列号 

Manufacturer Name 终端设备的制造厂商名称 

Model Name 终端设备的模块名称 

Asset ID 终端设备的资产标识符，以便目录管理和资产跟踪 

Location Identification 网络设备的位置标识信息，以供终端设备在基于位置的应用中使用 

 

1.1.5  管理地址 

管理地址是供网络管理系统标识网络设备并进行管理的地址。管理地址可以明确地标识一台设备，

从而有利于网络拓扑的绘制，便于网络管理。管理地址被封装在 LLDP 报文的 Management Address 
TLV 中向外发布。 

1.1.6  LLDP的工作模式 

在指定类型的 LLDP 代理下，LLDP 有以下四种工作模式： 

• TxRx：既发送也接收 LLDP 报文。 

• Tx：只发送不接收 LLDP 报文。 

• Rx：只接收不发送 LLDP 报文。 

• Disable：既不发送也不接收 LLDP 报文。 

当端口的 LLDP 工作模式发生变化时，端口将对协议状态机进行初始化操作。为了避免端口工作模

式频繁改变而导致端口不断执行初始化操作，可配置端口初始化延迟时间，当端口工作模式改变时

延迟一段时间再执行初始化操作。 

1.1.7  LLDP报文的收发工作机制 

1. LLDP报文的发送机制 

在指定类型 LLDP 代理下，当端口工作在 TxRx或 Tx 模式时，设备会周期性地向邻居设备发送 LLDP
报文。如果设备的本地配置发生变化则立即发送 LLDP 报文，以将本地信息的变化情况尽快通知给

邻居设备。但为了防止本地信息的频繁变化而引起 LLDP 报文的大量发送，使用令牌桶机制对 LLDP
报文发送作限速处理。有关令牌桶的详细介绍，请参见“ACL 和 QoS 配置指导”中的“流量监管、

流量整形和接口限速”。 

当设备的工作模式由 Disable/Rx 切换为 TxRx/Tx，或者发现了新的邻居设备（即收到一个新的 LLDP
报文且本地尚未保存发送该报文设备的信息）时，该设备将自动启用快速发送机制，即将 LLDP 报

文的发送周期设置为快速发送周期，并连续发送指定数量的 LLDP 报文后再恢复为正常的发送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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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LDP报文的接收机制 

当端口工作在 TxRx 或 Rx 模式时，设备会对收到的 LLDP 报文及其携带的 TLV 进行有效性检查，

通过检查后再将邻居信息保存到本地，并根据 Time To Live TLV 中 TTL（Time to Live，生存时间）

的值来设置邻居信息在本地设备上的老化时间，若该值为零，则立刻老化该邻居信息。 

1.1.8  LLDP与Track联动 

LLDP 检测邻居是否存在，将检测结果通知给 Track 模块；Track 模块根据检测结果，对 Track 项的

状态进行修改，以便通知应用模块进行相应处理： 

• 当 LLDP 邻居存在时，Track 项的状态为 Positive。 

• 当 LLDP 邻居不存在时，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 

关于 LLDP 与 Track 联动的详细介绍和相关配置，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Track”。 

1.1.9  协议规范 

与 LLDP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IEEE 802.1AB-2005：Station and Media Access Control Connectivity Discovery 

• IEEE 802.1AB 2009：Station and Media Access Control Connectivity Discovery 

• ANSI/TIA-1057：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for Media Endpoint Devices 

• IEEE Std 802.1Qaz-2011：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Bridges and Virtual Bridged Local 
Area Networks-Amendment 18: Enhanced Transmission Selection for Bandwidth Sharing 
Between Traffic Classes 

1.2  LLDP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 表 1-5 所示，LLDP以下配置任务支持在多个接口视图配置。 

表1-5 LLDP 配置任务对应的接口视图 

配置任务 支持配置的接口视图 

开启LLDP功能 

支持配置的接口视图： 

• 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 管理以太网接口视图 

• 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配置LLDP工作模式 

配置允许发布的TLV类型 

配置管理地址及其封装格式 

配置LLDP报文的封装格式 

配置轮询功能 

配置LLDP Trap和LLDP-MED Trap功能 

 

开启 LLDP 功能时，需要注意： 

• 当 LLDP 与 OpenFlow 配合使用时，需要在 Openflow 网络设备上全局开启 LLDP 功能，但为

了此时LLDP不影响OpenFlow控制器发现拓扑，建议在OpenFlow实例内的接口上关闭LLDP
功能。有关 OpenFlow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OpenFlow 配置指导”中的“Open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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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LDP配置任务简介 

LLDP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LLDP功能 

(2) 配置LLDP桥模式 

(3) 配置LLDP工作模式 

(4) （可选）配置接口初始化延迟时间 

(5) （可选）配置 LLDP 报文相关参数 

 配置允许发布的TLV类型 

 配置管理地址及其封装格式 

 配置LLDP报文的封装格式 

 调整LLDP报文发送参数 

(6) （可选）配置轮询功能 

(7) （可选）关闭LLDP的PVID不一致检查功能 

(8) （可选）配置LLDP兼容CDP功能 

(9) （可选）配置LLDP Trap和LLDP-MED Trap功能 

(10) （可选）配置LLDP报文的源MAC地址为指定的MAC地址 

(11) （可选）配置设备支持通过LLDP生成对端管理地址的ARP或ND表项 

1.4  开启LLDP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当全局和接口上都开启了 LLDP 功能后，该功能才会生效。 

在聚合接口视图下，开启或关闭 LLDP 功能只对 LLDP 最近客户桥代理和 LLDP 最近非 TPMR 代理

生效。不影响聚合组中成员端口的 LLDP 最近桥代理的状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开启 LLDP 功能。 
lldp global enable 

空配置启动时，使用软件功能缺省值，LLDP 功能在全局处于关闭状态。 

缺省配置启动时，使用软件功能出厂值，LLDP 功能在全局处于开启状态。 

关于空配置启动和缺省配置启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配置文件管理”。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在接口上开启 LLDP 功能。 
lldp enable 

缺省情况下，LLDP 功能在接口上处于开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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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配置LLDP桥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LLDP 桥模式。 

 配置 LLDP 桥模式为服务桥模式。 
lldp mode service-bridge 

 配置 LLDP 桥模式为客户桥模式。 
undo lldp mode service-bridge 

缺省情况下，LLDP 桥模式为客户桥模式。 

1.6  配置LLDP工作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LLDP 的工作模式。 

 在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或管理以太网接口视图下： 
lldp [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 admin-status 
{ disable | rx | tx | txrx } 

以太网接口视图下，未指定 agent 参数时，表示配置最近桥代理的工作模式。 

 在二层聚合接口视图下： 
lldp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admin-status 
{ disable | rx | tx | txrx } 

聚合接口视图下，只支持配置最近桥客户桥代理和最近非 TPMR 代理的工作模式。 

缺省情况下，最近桥代理类型的 LLDP 工作模式为 TxRx，最近客户桥代理和最近非 TPMR 桥

代理类型的 LLDP 工作模式为 Disable。 

1.7  配置接口初始化延迟时间 

1. 功能简介 

当接口上 LLDP 的工作模式发生变化时，接口将对协议状态机进行初始化操作，通过配置接口初始

化的延迟时间，可以避免由于工作模式频繁改变而导致接口不断地进行初始化。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接口初始化的延迟时间。 
lldp timer reinit-delay delay 

缺省情况下，接口初始化的延迟时间为 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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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配置允许发布的TLV类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上允许发布的 TLV 类型。 

 在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下： 

lldp tlv-enable { basic-tlv { all | port-description | 
system-capability | system-description | system-name | 
management-address-tlv [ ipv6 ] [ ip-address ] } | dot1-tlv { all | 
port-vlan-id | link-aggregation | protocol-vlan-id [ vlan-id ] | 
vlan-name [ vlan-id ] | management-vid [ mvlan-id ] } | dot3-tlv { all | 
mac-physic | max-frame-size | power } | med-tlv { all | capability | 
inventory | network-policy [ vlan-id ] | power-over-ethernet | 
location-id { civic-address device-type country-code { ca-type 
ca-value }&<1-10> | elin-address tel-number } } } 

缺省情况下，最近桥代理允许发布除 Location-id TLV、Port And Protocol VLAN ID TLV、
VLAN Name TLV、Management VLAN ID TLV 之外所有类型的 TLV。 
lldp agent nearest-nontpmr tlv-enable { basic-tlv { all | 
port-description | system-capability | system-description | 
system-name | management-address-tlv [ ipv6 ] [ ip-address ] } | 
dot1-tlv { all | port-vlan-id | link-aggregation } } 

lldp tlv-enable dot1-tlv { protocol-vlan-id [ vlan-id ] | vlan-name 
[ vlan-id ] | management-vid [ mvlan-id ] } 

缺省情况下，最近非 TPMR 桥代理不发布任何 TLV。 
lldp agent nearest-customer tlv-enable { basic-tlv { all | 
port-description | system-capability | system-description | 

system-name | management-address-tlv [ ipv6 ] [ ip-address ] } | 
dot1-tlv { all | port-vlan-id | link-aggregation } } 

lldp tlv-enable dot1-tlv { protocol-vlan-id [ vlan-id ] | vlan-name 
[ vlan-id ] | management-vid [ mvlan-id ] } 

缺省情况下，最近客户桥代理允许发布基本 TLV 和 IEEE 802.1 组织定义 TLV。 

 在管理以太网接口视图下： 
lldp tlv-enable { basic-tlv { all | port-description | 
system-capability | system-description | system-name | 
management-address-tlv [ ipv6 ] [ ip-address ] } | dot1-tlv { all | 
link-aggregation } | dot3-tlv { all | mac-physic | max-frame-size | 
power } | med-tlv { all | capability | inventory | power-over-ethernet | 
location-id { civic-address device-type country-code { ca-type 
ca-value }&<1-10> | elin-address tel-numbe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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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最近桥代理允许发布除 Network Policy TLV 之外所有类型的 TLV，其中

IEEE 802.1 组织定义的 TLV 只支持 Link Aggregation TLV。 
lldp agent { nearest-nontpmr | nearest-customer } tlv-enable 
{ basic-tlv { all | port-description | system-capability | 
system-description | system-name | management-address-tlv [ ipv6 ] 
[ ip-address ] } | dot1-tlv { all | link-aggregation } } 

缺省情况下，最近非 TPMR 桥代理不发布任何 TLV；最近客户桥代理允许发布基本 TLV
和 IEEE 802.1 组织定义 TLV，其中 IEEE 802.1 组织定义的 TLV 只支持 Link Aggregation 
TLV。 

 在二层聚合接口视图下： 
lldp tlv-enable dot1-tlv { protocol-vlan-id [ vlan-id ] | vlan-name 
[ vlan-id ] | management-vid [ mvlan-id ] 

lldp agent nearest-nontpmr tlv-enable { basic-tlv { all | 
management-address-tlv [ ipv6 ] [ ip-address ] | port-description | 
system-capability | system-description | system-name } | dot1-tlv 
{ all | port-vlan-id } } 

缺省情况下，最近非 TPMR 桥代理不发布任何 TLV。 
lldp agent nearest-customer tlv-enable { basic-tlv { all | 
management-address-tlv [ ipv6 ] [ ip-address ] | port-description | 
system-capability | system-description | system-name } | dot1-tlv 
{ all | port-vlan-id } } 

缺省情况下，最近客户桥代理允许发布基本 TLV和 IEEE 802.1组织定义 TLV，其中 IEEE 
802.1 组织定义的 TLV 只支持 Port And Protocol VLAN ID TLV、VLAN Name TLV 及

Management VLAN ID TLV。 

不存在最近桥代理。 

1.9  配置管理地址及其封装格式 

1. 功能简介 

管理地址被封装在 Management Address TLV 中向外发布，封装格式可以是数字或字符串。如果邻

居将管理地址以字符串格式封装在 TLV 中，用户可在本地设备上也将封装格式改为字符串，以保证

与邻居设备的正常通信。 

可以在全局或接口上配置允许在 LLDP 报文中发布管理地址并配置所发布的管理地址：全局的配置

对所有接口都有效，而接口上的配置只对当接口有效。对于一个接口来说，优先采用该接口上的配

置，只有该接口上未进行配置时，才采用全局的配置。当全局和接口下都未配置时，会采用接口下

的缺省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全局允许在 LLDP 报文中发布管理地址并配置所发布的管理地址。 



 

1-12 

lldp [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 global tlv-enable 
basic-tlv management-address-tlv [ ipv6 ] { ip-address | interface 
loopback interface-number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全局不允许在 LLDP 报文中发布管理地址 TLV。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允许在 LLDP 报文中发布管理地址并配置所发布的管理地址。 

 在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管理以太网接口视图下： 
lldp [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 tlv-enable 

basic-tlv management-address-tlv [ ipv6 ] [ ip-address ] 

 在二层聚合接口视图下： 
lldp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tlv-enable 

basic-tlv management-address-tlv [ ipv6 ] [ ip-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最近桥代理和最近客户桥代理类型的 LLDP 允许在 LLDP 报文中发布管理地址，

最近非 TPMR 桥代理类型 LLDP 不允许在 LLDP 报文中发布管理地址。 

对于 LLDP 报文中所要发布的 IPv6 格式的管理地址，仅支持数字格式的封装格式。 

(5) 配置管理地址在 TLV 中的封装格式为字符串格式。 

 在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或管理以太网接口视图下： 
lldp [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 

management-address-format string 

 在二层聚合接口视图下： 
lldp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management-address-format string 

缺省情况下，管理地址在 TLV 中的封装格式为数字格式。 

1.10  配置LLDP报文的封装格式 

1. 功能简介 

LLDP 早期版本要求只有配置为相同的封装格式才能处理该格式的 LLDP 报文，因此为了确保与运

行 LLDP 早期版本的设备成功通信，必须配置为与之相同的封装格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LLDP 报文的封装格式为 SNAP 格式。 

 在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或管理以太网接口视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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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dp [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 encapsulation 

snap 

 在二层聚合接口视图下： 
lldp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encapsulation snap 

缺省情况下，LLDP 报文的封装格式为 Ethernet II 格式。 

1.11  调整LLDP报文发送参数 

1. 功能简介 

LLDP 报文所携 Time To Live TLV 中 TTL 的值用来设置邻居信息在本地设备上的老化时间，由于

TTL＝Min（65535，（TTL 乘数×LLDP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1）），即取 65535 与（TTL 乘数×LLDP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1）中的最小值，因此通过调整 TTL 乘数可以控制本设备信息在邻居设备上

的老化时间。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TTL 乘数。 
lldp hold-multiplier value 

缺省情况下，TTL 乘数为 4。 

(3) 配置 LLDP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 
lldp timer tx-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LLDP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为 30 秒。 

(4) 配置 LLDP 报文发包限速的令牌桶大小。 
lldp max-credit credit-value 

缺省情况下，发包限速令牌桶大小为 5。 

(5) 配置快速发送 LLDP 报文的个数。 
lldp fast-count count 

缺省情况下，快速发送 LLDP 报文的个数为 4 个。 

(6) 配置快速发送 LLDP 报文的时间间隔。 
lldp timer fast-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快速发送 LLDP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为 1 秒。 

1.12  配置轮询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开启了轮询功能后，LLDP 将以轮询间隔周期性地查询本设备的相关配置是否发生改变，如果发

生改变将触发 LLDP 报文的发送，以将本设备的配置变化迅速通知给其他设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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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轮询功能并配置轮询间隔。 

 在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或管理以太网接口视图下： 
lldp [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 
check-change-interval interval 

 在二层聚合接口视图下： 
lldp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check-change-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轮询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3  关闭LLDP的PVID不一致检查功能 

1. 功能简介 

一般组网情况下，要求链路两端的 PVID 保持一致。设备会对收到的 LLDP 报文中的 PVID TLV 进

行检查，如果发现报文中的 PVID 与本端 PVID 不一致，则认为网络中可能存在错误配置，LLDP 会

打印日志信息，提示用户。 

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允许链路两端的 PVID 配置不一致。例如为了简化接入设备的配置，各

接入设备的上行口采用相同的 PVID，而对端汇聚设备的各接口采用不同的 PVID，从而使各接入设

备的流量进入不同 VLAN。此时，可以关闭 LLDP 的 PVID 不一致性检查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关闭 LLDP 的 PVID 不一致检查功能。 
lldp ignore-pvid-inconsistency 

缺省情况下， LLDP 的 PVID 不一致检查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14  配置LLDP兼容CDP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设备与只支持 CDP（Cisco Discovery Protocol，思科发现协议）不支持 LLDP 的 Cisco 设备直连

时，可以通过配置 LLDP 兼容 CDP 功能与直连设备交互信息。 

设备上配置 LLDP 兼容 CDP 功能后，可以利用 LLDP 来接收、识别从直连设备接收的 CDP 报文，

并向直连设备发送 CDP 报文。设备向 CDP 邻居设备发送的报文中携带设备 ID，与邻居设备相连端

口的 ID、端口 IP 地址以及生存时间信息。其中，端口 IP 地址为该端口允许通过的、对应 VLAN 接

口上配置有 IP 地址且处于 up 状态的最小 VLAN 的主 IP 地址，如果该端口允许通过的所有 VLAN
所对应的 VLAN 接口上都未配置 IP 地址或均处于 down 状态，则不发布端口 IP 地址。设备可以识

别的 CDP 邻居设备的信息请参见 display lldp neighbor-information 命令显示信息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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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 neighbor-information 相关字段，有关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

考”中的“LLDP”。 

当设备与 Cisco 的 IP 电话直连时，IP 电话将会向设备发送 CDP（Cisco Discovery Protocol，思科

发现协议）报文以请求在设备上所配 Voice VLAN 的 VLAN ID；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收到设备发

送的 Voice VLAN 的 VLAN ID，IP 电话将会把语音数据流以 Untagged 方式发送，从而导致语音数

据流与其他类型的数据流混在一起，无法进行区分。 

通过在设备上配置 LLDP 兼容 CDP 功能，可以利用 LLDP 来接收、识别从 IP 电话发送的 CDP 报

文，并向 IP 电话发送 CDP 报文，该 CDP 报文携带设备所配 Voice VLAN 的 TLV（如果没有配置

Vioce VLAN，则 TLV 还可由服务器下发或者从端口 Vioce VLAN 获得），使 IP 电话完成 Voice VLAN
的自动配置。语音数据流将被限制在配置的 Voice VLAN 内，与其他数据流区分开来。 

有关 Voice VLAN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oice VLAN”。 

主机与 Cisco 的 IP 电话的数据端口连接，Cisco 的 IP 电话与设备直连，主机通过 IP 电话连接到设

备进行上线认证。当 Cisco 的 IP 电话的数据端口发生故障时，会向直连设备发送数据端口故障的

CDP 报文，以便设备将通过 IP 电话接入的终端用户下线。 

LLDP 兼容 CDP 功能有以下几种工作模式： 

• TxRx：既发送也接收 CDP 报文。 

• Rx：接收但不发送 CDP 报文。 

• Disable：既不发送也不接收 CDP 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LLDP 兼容 CDP 功能时，需要注意： 

• 要使 LLDP 兼容 CDP 功能生效，必须先在全局开启 LLDP 兼容 CDP 功能，并将 LLDP 兼容

CDP 功能的工作模式配置为 TxRx。 

• 由于 CDP 报文所携 Time To Live TLV 中 TTL 的最大值为 255，而 CDP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

由 LLDP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控制，因此为保证 LLDP 兼容 CDP 功能的正常运行，建议配置

LLDP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值不大于实际 TTL 的 1/3。 

3. 配置准备 

在配置 LLDP 兼容 CDP 功能之前，需完成以下任务： 

• 全局开启 LLDP 功能。 

• 在设备与支持 CDP 的设备相连接的接口上开启 LLDP 功能，并配置接口的 LLDP 工作模式为

TxRx。 

4.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LLDP 兼容 CDP 功能。 
lldp compliance cdp 

缺省情况下，LLDP 兼容 CD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或管理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配置 LLDP 兼容 CDP 功能的工作模式为 Tx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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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dp compliance admin-status cdp txrx 

缺省情况下，LLDP 兼容 CDP 功能的工作模式为 Disable。 

(5) 配置 CDP 报文携带的 Voice VLAN ID。 
cdp voice-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CDP 报文携带的 Voice VLAN ID。 

1.15  配置LLDP Trap和LLDP-MED Trap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LLDP Trap 或 LLDP-MED Trap 功能后，设备可以通过向网管系统发送 Trap 信息以通告如发

现新的 LLDP 邻居或 LLDP-MED 邻居、与原来邻居的通信链路发生故障等重要事件。 

LLDP Trap和 LLDP-MED Trap信息的发送时间间隔是指设备向网管系统发送 Trap信息的最小时间

间隔，通过调整该时间间隔，可以避免由于邻居信息频繁变化而导致 Trap 信息的频繁发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LLDP Trap 功能。 

 在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或管理以太网接口视图下： 
lldp [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 notification 
remote-change enable 

 在二层聚合接口视图下： 
lldp agent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notification 
remote-change enable 

缺省情况下，LLDP Tra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在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或管理以太网接口视图下开启 LLDP-MED Trap 功能。 
lldp notification med-topology-change enable 

缺省情况下，LLDP-MED Tra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6) （可选）配置 LLDP Trap 和 LLDP-MED Trap 信息的发送时间间隔。 
lldp timer notification-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LLDP Trap 和 LLDP-MED Trap 信息的发送时间间隔均为 30 秒。 

1.16  配置LLDP报文的源MAC地址为指定的MAC地址 

1. 功能简介 

配置本特性后，LLDP 报文的源 MAC 地址为 VLAN 虚接口的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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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LLDP 报文源 MAC 地址为 VLAN 虚接口的 MAC 地址。 
lldp source-mac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LLDP 报文源 MAC 地址为当前接口的 MAC 地址。 

1.17  配置设备支持通过LLDP生成对端管理地址的ARP或ND表项 

1. 功能简介 

配置本特性后，当接口收到携带 IPv4 格式 Management Address TLV 的 LLDP 报文后，会生成该

报文携带的管理地址与报文源MAC地址组成的ARP表项；当接口收到携带 IPv6格式Management 
Address TLV 的 LLDP 报文后，会生成该报文携带的管理地址与报文源 MAC 地址组成的 ND 表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收到携带 Management Address TLV 的 LLDP 报文后生成 ARP 表项或 ND 表项。 
lldp management-address { arp-learning | nd-learning } [ vlan vlan-id ] 

缺省情况下，接口收到携带 Management Address TLV 的 LLDP 报文后不生成 ARP 表项和

ND 表项。 

ARP 表项和 ND 表项的生成互不影响，可同时配置。 

对于二层以太网接口，不允许多个端口关联同一个 VLAN，否则生成的 ARP 表项或 ND 表项

会相互覆盖 

1.18  LLD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LLDP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6 LLD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LLDP本地信息 display lldp local-information [ global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由邻居设备发来的LLDP信息 

display lldp neighbor-information [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agent 
{ nearest-bridge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 [ verbose ] ] | list [ system-name 
system-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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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LLDP的统计信息 

display lldp statistics [ global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agent 
{ nearest-bridge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 ] 

显示LLDP的状态信息 
display lldp statu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agent { nearest-bridge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 

显示接口上可发送的可选TLV信息 
display lldp tlv-config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agent { nearest-bridge | 
nearest-customer | nearest-nontpmr } ] 

 

1.19  LLDP典型配置举例 

1.19.1  LLDP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NMS（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网络管理系统）与 Switch A 相连，Switch A 通过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与 MED 设备和 Switch B 相连。 

• 通过在Switch A和Switch B上配置 LLDP功能，使NMS可以对Switch A与MED设备之间、

以及 Switch A 与 Switch B 之间链路的通信情况进行判断。 

2. 组网图 

图1-5 LLDP 基本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全局开启 LLDP 功能。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lldp global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分别开启 LLDP 功能（此步骤可省

略，LLDP 功能在接口上缺省开启），并配置 LLDP 工作模式为 Rx。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lldp enable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lldp admin-status rx 

NMS

Switch A

MED

Switch B

GE1/0/2 GE1/0/1

GE1/0/1



 

1-19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lldp enable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lldp admin-status rx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Switch B 

# 全局开启 LLDP 功能。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lldp global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LLDP 功能（此步骤可省略，LLDP 功能在接口上缺省

开启），并配置 LLDP 工作模式为 Tx。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lldp enable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lldp admin-status tx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上全局和所有接口的 LLDP 状态信息。 
[SwitchA] display lldp status 

Global status of LLDP: Enable 

Bridge mode of LLDP: customer-bridge 

The current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2 

The current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0 

LLDP neighbor information last changed time: 0 days, 0 hours, 4 minutes, 40 seconds 

Transmit interval              : 30s 

Fast transmit interval         : 1s 

Transmit credit max            : 5 

Hold multiplier                : 4 

Reinit delay                   : 2s 

Trap interval                  : 30s 

Fast start times               : 4 

 

LLDP status information of port 1 [GigabitEthernet1/0/1]: 

LLDP agent nearest-bridge: 

Port status of LLDP            : Enable 

Admin status                   : Rx_Only 

Trap flag                      : No 

MED trap flag                  : No 

Polling interval               : 0s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 1 

Number of MED neighbors        : 1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sent optional TLV    : 21 

Number of received unknown TLV : 0 

 

LLDP agent nearest-nontpmr: 

Port status of LLDP            : Enable 

Admin status                   : D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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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 flag                      : No 

MED trap flag                  : No 

Polling interval               : 0s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MED neighbors        : 0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sent optional TLV    : 1 

Number of received unknown TLV : 0 

 

LLDP agent nearest-customer: 

Port status of LLDP            : Enable 

Admin status                   : Disable 

Trap flag                      : No 

MED trap flag                  : No 

Polling interval               : 0s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MED neighbors        : 0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sent optional TLV    : 16 

Number of received unknown TLV : 0 

 

LLDP status information of port 2 [GigabitEthernet1/0/2]: 

LLDP agent nearest-bridge: 

Port status of LLDP            : Enable 

Admin status                   : Rx_Only 

Trap flag                      : No 

MED trap flag                  : No 

Polling interval               : 0s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 1 

Number of MED neighbors        : 0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sent optional TLV    : 21 

Number of received unknown TLV : 3 

 

LLDP agent nearest-nontpmr: 

Port status of LLDP            : Enable 

Admin status                   : Disable 

Trap flag                      : No 

MED trap flag                  : No 

Polling interval               : 0s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MED neighbors        : 0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sent optional TLV    : 1 

Number of received unknown TLV : 0 

 

LLDP agent nearest-customer: 

Port status of LLDP            :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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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status                   : Disable 

Trap flag                      : No 

MED trap flag                  : No 

Polling interval               : 0s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MED neighbors        : 0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sent optional TLV    : 16 

Number of received unknown TLV : 0 

由 此 可 见 ， Switch A 的 接 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 连 接 了 一 个 MED 邻 居 设 备 ，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则连接了一个非 MED 邻居设备，且这两个接口的 LLDP 工作模式都为 Rx，
即只接收而不发送 LLDP 报文。 

# 将 Switch A 和 Switch B 间的链路断掉后，再显示 Switch A 上所有接口的 LLDP 状态信息。 
[SwitchA] display lldp status 

Global status of LLDP: Enable 

The current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1 

The current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0 

LLDP neighbor information last changed time: 0 days, 0 hours, 5 minutes, 20 seconds 

Transmit interval              : 30s 

Fast transmit interval         : 1s 

Transmit credit max            : 5 

Hold multiplier                : 4 

Reinit delay                   : 2s 

Trap interval                  : 30s 

Fast start times               : 4 

 

LLDP status information of port 1 [GigabitEthernet1/0/1]: 

LLDP agent nearest-bridge: 

Port status of LLDP            : Enable 

Admin status                   : Rx_Only 

Trap flag                      : No 

MED trap flag                  : No 

Polling interval               : 0s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 1 

Number of MED neighbors        : 1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sent optional TLV    : 0 

Number of received unknown TLV : 5 

 

LLDP agent nearest-nontpmr: 

Port status of LLDP            : Enable 

Admin status                   : Disabl  

Trap flag                      : No 

MED trap flag                  : No 

Polling interval               : 0s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MED neighbors        : 0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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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sent optional TLV    : 1 

Number of received unknown TLV : 0 

 

LLDP status information of port 2 [GigabitEthernet1/0/2]: 

LLDP agent nearest-bridge: 

Port status of LLDP            : Enable 

Admin status                   : Rx_Only 

Trap flag                      : No 

MED trap flag                  : No 

Polling interval               : 0s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MED neighbors        : 0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sent optional TLV    : 0 

Number of received unknown TLV : 0 

 

LLDP agent nearest-nontpmr: 

Port status of LLDP            : Enable 

Admin status                   : Disable 

Trap flag                      : No 

MED trap flag                  : No 

Polling interval               : 0s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MED neighbors        : 0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sent optional TLV    : 1 

Number of received unknown TLV : 0 

 

LLDP agent nearest-customer: 

Port status of LLDP            : Enable 

Admin status                   : Disable 

Trap flag                      : No 

MED trap flag                  : No 

Polling interval               : 0s 

Number of LL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MED neighbors        : 0 

Number of CDP neighbors        : 0 

Number of sent optional TLV    : 16 

Number of received unknown TLV : 0 

由此可见，Switch A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已经没有任何邻居设备了。 

1.19.2  LLDP兼容CDP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 通过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与两部 Cisco 的 IP 电话

相连，这两部 IP 电话发送的 Tagged 语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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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witch A 上配置 VLAN ID 为 2 的 Voice VLAN，通过在 Switch A 上配置 LLDP 兼容 CDP
功能使 IP 电话完成 Voice VLAN 的自动配置，以使语音数据流被限制在 Voice VLAN 内，与

其他数据流区分开来。 

2. 组网图 

图1-6 LLDP 兼容 CDP 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在 Switch A 上配置 Voice VLAN 

# 创建 VLAN 2。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2 

[SwitchA-vlan2] quit 

# 分别将接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配置为 Trunk端口，并开启Voice 
VLAN 功能。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voice-vlan 2 enable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voice-vlan 2 enable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在 Switch A 上配置 LLDP 兼容 CDP 功能 

# 全局开启 LLDP 功能以及 LLDP 兼容 CDP 功能。 
[SwitchA] lldp global enable 

[SwitchA] lldp compliance cdp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分别开启 LLDP 功能（此步骤可省

略，LLDP 功能在接口上缺省开启），配置 LLDP 工作模式为 TxRx，并配置 LLDP 兼容 CDP
功能的工作模式为 TxRx。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lldp enable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lldp admin-status txrx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lldp compliance admin-status cdp txrx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lldp enable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lldp admin-status txrx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lldp compliance admin-status cdp txrx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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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上的邻居信息。 
[SwitchA] display lldp neighbor-information 

 

CDP neighbor-information of port 1[GigabitEthernet1/0/1]: 

LLDP agent nearest-bridge: 

 CDP neighbor index  : 1 

 Chassis ID          : SEP00141CBCDBFE  

 Port ID             : Port 1 

 

CDP neighbor-information of port 2[GigabitEthernet1/0/2]: 

LLDP agent nearest-bridge: 

 CDP neighbor index  : 2 

 Chassis ID          : SEP00141CBCDBFF 

 Port ID             : Port 1 

由此可见，Switch A 已发现了分别连接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的 IP
电话，并获取到了相关的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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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2PT 
1.1  L2PT简介 

L2PT（Layer 2 Protocol Tunneling，二层协议隧道）是一种二层协议报文处理技术，它可以使位于

不同地域的用户网络的二层协议报文，通过运营商网络内的指定通道进行透明传输或被强制丢弃。 

1.1.1  L2PT典型应用 

如 图 1-1 所示，用户A拥有属于相同VLAN的两个分支网络（分别为网络 1 和网络 2），两个分支网

络通过运营商网络相连接。当网络 1 和网络 2 中共同运行某种二层协议（如生成树协议）时，要求

网络 1和网络 2中的二层协议报文能够穿越运营商网络，以完成二层协议的计算（如生成树的计算），

但是当CE（Customer Edge，用户网络边缘）设备发送的二层协议报文到达PE（Provider Edge，
服务提供商网络边缘）设备时，由于PE不区分该报文来自用户网络还是运营商网络，都会将该报文

上送CPU进行处理。这样，用户网络与运营商网络的二层协议计算将相互影响，用户网络无法独立

完成二层协议的计算。 

图1-1 L2PT 应用环境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就要求在运营商网络中能够透传用户网络的二层协议报文。利用 L2PT 功能，

即可实现上述要求。 

L2PT 功能具有如下作用： 

• 对用户网络的二层协议报文进行透明传输：可以使同一个用户网络的二层协议报文在运营商

网络内指定的 VLAN 进行组播发送，使不同地域的同一个用户网络可以跨越运营商网络进行

统一协议计算。 

• 由于不同用户网络的二层协议报文在运营商网络的不同 VLAN 中进行组播发送，所以不同用

户网络的二层协议报文相互隔离，可以独立计算。 

1.1.2  L2PT支持的协议类型 

目前，支持以下协议的 L2PT 功能： 

ISP network

Customer A 
network 1
VLAN 100

Customer A 
network 2
VLAN 100

CE 1 CE 2

PE 1 P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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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P（Cisco Discovery Protocol，思科发现协议） 

• DLDP（Device Link Detection Protocol，设备链路检测协议） 

• EOAM（Ethernet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以太网操作、管理和维护） 

• GVRP（GARP VLAN Registration Protocol，GARP VLAN 注册协议） 

• LACP（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链路聚合控制协议） 

• LLDP（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链路层发现协议） 

• MVRP（Multiple VLAN Registration Protocol，多 VLAN 注册协议） 

• PAGP（Port Aggregation Protocol，端口聚合协议） 

• PVST（Per-VLAN Spanning Tree，每 VLAN 生成树） 

•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生成树协议） 

• UDLD（Unidirectional Link Detection，单向链路检测协议） 

• VTP（VLAN Trunking Protocol，VLAN 中继协议） 

本文中的 STP 包括 STP、RSTP 和 MSTP。 

1.1.3  L2PT工作原理 

如 图 1-2 所示，L2PT报文转发过程如下： 

(1) PE 1 在用户侧收到二层协议报文后，将同时向网络侧及用户侧转发该报文。一方面，PE 1 直

接向其用户侧除报文接收口以外的其他所有同一 VLAN 的接口组播发送该报文；另一方面，

PE 1 为该报文封装指定的组播 MAC 地址，然后将封装后的报文在其网络侧所有同一 VLAN
的接口进行组播发送，封装后的报文又称为 BPDU Tunnel 报文。 

(2) PE 2 在网络侧收到 Tunnel 报文后，将同时向网络侧及用户侧转发该报文。一方面，PE 2 直

接向其网络侧除报文接收口以外其他所有同一 VLAN 的接口组播发送该报文；另一方面，PE 2
对该报文解封装，然后将解封装后的报文在其用户侧所有同一 VLAN 的接口进行组播发送。 

图1-2 L2PT 报文转发 

 
 

下面以 STP 为例具体介绍 L2PT 实现过程。 

PE 1 PE 2
用户侧二层协议报文

BPDU Tunnel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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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L2PT 组网示意图 

 
 

如 图 1-3 所示，通过在运营商网络两端的边缘设备PE 1 和PE 2 上配置L2PT功能，可实现网络 1
和网络 2 之间的BPDU（Bridge Protocol Data Unit，网桥协议数据单元）报文在运营商网络中的透

明传输，且用户网络和运营商网络的生成树各自独立计算生成。举例来说，假设BPDU报文由网络

1 发往网络 2： 

(1) 在运营商网络输入端，PE 1 为来自 CE 1 的 BPDU 报文的封装特殊的组播 MAC 地址（缺省

为 010f-e200-0003）。在运营商网络中，修改后的 Tunnel 报文被当作数据报文在用户所属的

VLAN 中进行转发。 

(2) 在运营商网络输出端，PE 2 收到目的 MAC 地址为 010f-e200-0003 的 Tunnel 报文后，对其

解封装，然后将解封装后的 BPDU 报文转发给 CE 2。 

通过 L2PT，实现了运行 STP 功能的用户网络和运营商网络拥有各自的生成树，互不干扰。 

1.2  L2PT配置任务简介 

L2PT 配置任务如下： 

• 开启L2PT功能 

本功能仅适用于用户侧接口。 

• （可选）配置Tunnel报文的组播目的MAC地址 

1.3  开启L2PT功能 

1.3.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启 L2PT 功能前，需要注意： 

• 在接口上开启某协议的 L2PT 功能时，对应的 CE 上应启用该协议，同时当前接口必须关闭该

协议。 

• 如果 CE 上与 PE 开启 L2PT 功能的接口相连的聚合接口上正在运行某协议（例如 STP），则

PE 设备上对应的接口必须关闭对应协议。 

• L2PT 功能仅需在 PE 设备的用户侧接口上开启。如果在网络侧接口上开启了 L2PT 功能，则

会将该接口认为是用户侧接口。 

• 保证携带 VLAN Tag 的用户网络二层协议报文在运营商网络传输过程中，其 VLAN Tag 不被改

变或删除，否则运营商网络将无法正确透传该用户网络的二层协议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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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LLDP，L2PT 功能只支持 Nearest Bridge（最近桥代理）类型代理发送的 LLDP 报文。 

在二层聚合组的成员端口上配置 L2PT 功能不生效。 

1.3.2  在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下开启L2PT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LACP、EOAM 要求接口间的 LACP、EOAM 协议报文必须是点对点传输（即两台设备间，一端接

口发出的 LACP、EOAM 协议报文只能到达对端设备接收侧的一个接口），否则会影响 LACP、EOAM
协议功能。 

在二层以太网接口上开启 L2PT 功能后，当该接口收到用户网络的 LACP、EOAM 协议报文时，由

于该接口所在设备会在用户侧和网络侧组播发送该报文，本设备其他用户侧接口会发出该 LACP、
EOAM 协议报文，到达对端设备的 Tunnel 报文也会被还原为相应的协议报文从各用户侧接口组播

发送，可能不满足接口间的 LACP、EOAM 协议报文的点对点传输要求，此时需要通过其他配置（比

如 VLAN 配置）来保证接口之间 LACP、EOAM 协议报文的点对点传输。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指定协议的 L2PT 功能。 
l2protocol { cdp | dldp | eoam | gvrp | lacp | lldp | mvrp | pagp | pvst | stp | 
udld | vtp } tunnel dot1q 

缺省情况下，各协议的 L2PT 功能均处于关闭状态。 

1.3.3  在二层聚合接口视图下开启L2PT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指定协议的 L2PT 功能。 
l2protocol { gvrp | mvrp | pvst | stp | vtp } tunnel dot1q 

缺省情况下，各协议的 L2PT 功能均处于关闭状态。 

1.4  配置Tunnel报文的组播目的MAC地址 

1. 功能简介 

Tunnel 报文的缺省组播目的 MAC 地址为 010f-e200-0003，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将其修改为

0100-0ccd-cdd0、0100-0ccd-cdd1 或 0100-0ccd-c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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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同一用户网络对应的运营商网络边缘设备上配置的 Tunnel 报文的组播目的 MAC 地址必须一致，否

则这些边缘设备将无法正确识别 Tunnel 报文。 

建议不同的用户网络对应的运营商网络边缘设备使用不同的 Tunnel 报文组播目的 MAC 地址，避免

某用户网络的报文被转发到另一用户网络。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Tunnel 报文的组播目的 MAC 地址。 
l2protocol tunnel-dmac mac-address 

缺省情况下，Tunnel 报文的组播目的 MAC 地址为 010f-e200-0003。 

1.5  L2PT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L2PT 配置后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L2PT 的信息。 

表1-1 L2PT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L2PT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l2protocol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L2PT报文的统计信息 reset l2protocol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6  L2PT典型配置举例 

1.6.1  STP协议L2PT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CE 1 和 CE 2 为用户 A 的处于不同地域的边缘设备，PE 1 和 PE 2 为运营商网络的边缘设备。

其中，CE 1 的桥 MAC 地址为 00e0-fc02-5800，CE 2 的桥 MAC 地址为 00e0-fc02-5802。 

• PE 与 CE 间相连的接口均为属于 VLAN 2 的 Access 接口；而运营商网络中各设备间相连的

接口均为 Trunk 类型，并允许所有 VLAN 的报文通过。 

• 用户 A 的网络中已启用 MSTP 功能，要求通过配置使 CE 1 和 CE 2 可以跨越运营商网络进行

统一的生成树计算，其中 Tunnel 报文的组播目的 MAC 地址为 0100-0ccd-cd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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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4 STP 协议 L2PT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 1 

# 配置 L2PT 组播目的 MAC 地址为 0100-0ccd-cdd0。 
<PE1> system-view 

[PE1] l2protocol tunnel-dmac 0100-0ccd-cdd0 

# 创建 VLAN 2。 
[PE1] vlan 2 

[PE1-vlan2] quit 

# 配置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使用 VLAN 2 对用户报文进行传输。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access vlan 2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关闭 STP 协议，并开启 STP 协议的 L2PT 功能。 
[PE1-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PE1-GigabitEthernet1/0/1] l2protocol stp tunnel dot1q 

[PE1-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为了使发往网络侧的报文保留用户的 VLAN Tag，配置网络侧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类型，并允许所有 VLAN 通过。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all 

[PE1-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PE 2 

PE 2 上的配置与 PE 1 上的配置相同，不再赘述。 

4. 验证配置 

用户 A 网络中的 MSTP 采用缺省配置。 

# 在 CE 2 上显示生成树的根桥信息。 
<CE2> display stp root 

 MST ID   Root Bridge ID        ExtPathCost IntPathCost Root Port 

 0        32768.00e0-fc02-58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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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显示信息可以看出，CE 2 上生成树的根桥为 CE 1，说明 CE 2 参与了生成树计算，STP 报文透

传成功。 

# 在 PE 1 上显示生成树的根桥信息。 
[PE1] display stp root 

 MST ID   Root Bridge ID        ExtPathCost IntPathCost Root Port 

 0        32768.0cda-41c5-ba50  0           0 

从显示信息可以看出，PE 1 上生成树的根桥不为 CE 1，说明运营商网络未参与 CE 1 和 CE 2 所在

的生成树的计算。 

1.6.2  LACP协议L2PT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CE 1 和 CE 2 为用户 A 的处于不同地域网络的边缘设备，PE 1 和 PE 2 为运营商网络的边缘

设备。其中，CE 1的桥MAC地址为0001-0000-0000，CE 2的桥MAC地址为0004-0000-0000。 

• 在 CE 1 和 CE 2 上分别配置以太网链路聚合功能，并要求实现 CE 1 和 CE 2 可以跨越运营商

网络进行链路聚合。其中，CE 1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与

CE 2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组成链路。 

2. 组网图 

图1-5 LACP 协议 L2PT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思路 

运营商网络为用户 A 分配的 VLAN 为 VLAN 2 和 VLAN 3。 

为保证以太网链路聚合功能的正常工作，需通过配置 VLAN 保证聚合成员口之间点对点通讯：配置

PE 上与 CE 相连的接口为 Trunk 类型，PE 上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PVID 为 2，不允许 VLAN 
3 通过，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的 PVID 为 3，不允许 VLAN 2 通过。 

同时，因为 CE 向 PE 发送的报文可能携带私网 VLAN Tag（本例中用户 VLAN 均为 VLAN 1），为

使 PE 向 CE 发送的报文保留私网 VLAN Tag 且不被修改，需要在 PE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开启 QinQ 功能，运营商网络中各设备间相连的接口均为 Trunk 类型，

并允许所有 VLAN 通过。 

4. 配置步骤 

(1) 配置 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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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CE 1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动态聚合口

Bridge-Aggregation1。 
<CE1> system-view 

[CE1]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1 

[CE1-Bridge-Aggregation1] port link-type access 

[CE1-Bridge-Aggregation1] link-aggregation mode dynamic 

[CE1-Bridge-Aggregation1] quit 

[C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C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CE1-GigabitEthernet1/0/1] quit 

[C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C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aggregation group 1 

[CE1-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CE 2 

CE 2 上的配置与 CE 1 上的配置相同，不再赘述。 

(3) 配置 PE 1 

# 创建 VLAN 2、VLAN 3。 
<PE1> system-view 

[PE1] vlan 2 

[PE1-vlan2] quit 

[PE1] vlan 3 

[PE1-vlan3] quit 

# 配置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Trunk 类型，缺省 VLAN 为 2，并开启 QinQ 功能。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mode bridge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vid vlan 2 

[PE1-GigabitEthernet1/0/1] qinq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LACP 协议的 L2PT 功能。 
[PE1-GigabitEthernet1/0/1] l2protocol lacp tunnel dot1q 

[PE1-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类型，缺省 VLAN 为 3，并开启 QinQ 功能。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mode bridge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3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vid vlan 3 

[PE1-GigabitEthernet1/0/2] qinq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开启 LACP 协议的 L2PT 功能。 
[PE1-GigabitEthernet1/0/2] l2protocol lacp tunnel dot1q 

[PE1-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配置 PE 2 

PE 2 上的配置与 PE 1 上的配置相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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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配置 

# 在 CE 1 上显示成员端口上链路聚合的详细信息。 
[CE1]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member-port  

Flags: A -- LACP_Activity, B -- LACP_Timeout, C -- Aggregation, 

       D -- Synchronization, E -- Collecting, F -- Distributing, 

       G -- Defaulted, H -- Expired 

 

GigabitEthernet1/0/1: 

Aggregate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1 

Local: 

    Port Number: 3 

    Port Priority: 32768 

    Oper-Key: 1 

    Flag: {ACDEF} 

Remote: 

    System ID: 0x8000, 0004-0000-0000 

    Port Number: 3 

    Port Priority: 32768 

    Oper-Key: 1 

    Flag: {ACDEF} 

Received LACP Packets: 23 packet(s) 

Illegal: 0 packet(s) 

Sent LACP Packets: 26 packet(s)  

 

GigabitEthernet1/0/2: 

Aggregate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1 

Local: 

    Port Number: 4 

    Port Priority: 32768 

    Oper-Key: 1 

    Flag: {ACDEF} 

Remote: 

    System ID: 0x8000, 0004-0000-0000 

    Port Number: 4 

    Port Priority: 32768 

    Oper-Key: 1 

    Flag: {ACDEF} 

Received LACP Packets: 10 packet(s) 

Illegal: 0 packet(s) 

Sent LACP Packets: 13 packet(s) 

# 在 CE 2 上显示成员端口上链路聚合的详细信息。 
[CE2] display link-aggregation member-port 

Flags: A -- LACP_Activity, B -- LACP_Timeout, C -- Aggregation, 

       D -- Synchronization, E -- Collecting, F -- Distributing, 

       G -- Defaulted, H -- Expired 

 

GigabitEthernet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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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egate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1 

Local: 

    Port Number: 3 

    Port Priority: 32768 

    Oper-Key: 1 

    Flag: {ACDEF} 

Remote: 

    System ID: 0x8000, 0001-0000-0000 

    Port Number: 3 

    Port Priority: 32768 

    Oper-Key: 1 

    Flag: {ACDEF} 

Received LACP Packets: 23 packet(s) 

Illegal: 0 packet(s) 

Sent LACP Packets: 26 packet(s)  

 

GigabitEthernet1/0/2: 

Aggregate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1 

Local:  

    Port Number: 4 

    Port Priority: 32768 

    Oper-Key: 1 

    Flag: {ACDEF} 

Remote: 

    System ID: 0x8000, 0001-0000-0000 

    Port Number: 4 

    Port Priority: 32768 

    Oper-Key: 1 

    Flag: {ACDEF} 

Received LACP Packets: 10 packet(s) 

Illegal: 0 packet(s) 

Sent LACP Packets: 13 packet(s) 

从显示信息可以看出，CE 1 与 CE 2 跨越运营商网络进行链路聚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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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配置指导主要介绍紫光恒越S5200S-EI&S5200S-HI系列以太网交换机 IP业务相关技术的原理及

具体配置方法。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技术支持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格    式 意    义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TT

TT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交换机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全兼容性手册 列出S5200S-EI & S5200S-HI的兼容性声明，并对兼容性和安

全的细节进行说明 

快速安装指南 指导您对设备进行初始安装、配置，通常针对 常用的情况，

减少您的检索时间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S5200S-EI & S5200S-HI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

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S5200S-EI & S5200S-HI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

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的功能 

运行维护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S5200S-EI & S5200S-HI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

版本配套说明、兼容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zgsm_service@thunis.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10-9998（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unis-h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zgsm_info@thunis.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mailto:zgsm_service@thunis.com�
http://www.unis-hy.com/�
mailto:zgsm_info@thun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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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P 
1.1  ARP简介 

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地址解析协议）是将 IP 地址解析为以太网 MAC 地址（或称

物理地址）的协议。在网络中，当主机或其它网络设备有数据要发送给另一个主机或设备时，它必

须知道对方的网络层地址（即 IP 地址），由于 IP 数据报必须封装成帧才能通过物理网络发送，因此

还需要知道对方的物理地址，所以设备上需要存在一个从 IP 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关系。ARP 就

是实现这个功能的协议。 

1.1.1  ARP报文结构 

ARP报文分为ARP请求和ARP应答报文，报文格式如 图 1-1 所示。 

图1-1 ARP 报文结构 

 

 

• 硬件类型：表示硬件地址的类型。它的值为 1 表示以太网地址； 

• 协议类型：表示要映射的协议地址类型。它的值为 0x0800 即表示 IP 地址； 

• 硬件地址长度和协议地址长度分别指出硬件地址和协议地址的长度，以字节为单位。对于以

太网上 IP 地址的 ARP 请求或应答来说，它们的值分别为 6 和 4； 

• 操作类型（OP）：1 表示 ARP 请求，2 表示 ARP 应答； 

• 发送端 MAC 地址：发送方设备的硬件地址； 

• 发送端 IP 地址：发送方设备的 IP 地址； 

• 目标 MAC 地址：接收方设备的硬件地址； 

• 目标 IP 地址：接收方设备的 IP 地址。 

1.1.2  ARP地址解析过程 

假设主机A和B在同一个网段，主机A要向主机B发送信息。如 图 1-2 所示，具体的地址解析过程如

下： 

(1) 主机 A 首先查看自己的 ARP 表，确定其中是否包含有主机 B 对应的 ARP 表项。如果找到了

对应的 MAC 地址，则主机 A 直接利用 ARP 表中的 MAC 地址，对 IP 数据报进行帧封装，并

将 IP 数据报发送给主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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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主机 A 在 ARP 表中找不到对应的 MAC 地址，则将缓存该 IP 数据报，然后以广播方式发

送一个 ARP 请求报文。ARP 请求报文中的发送端 IP 地址和发送端 MAC 地址为主机 A 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目标 IP 地址和目标 MAC 地址为主机 B 的 IP 地址和全 0 的 MAC 地址。

由于 ARP 请求报文以广播方式发送，该网段上的所有主机都可以接收到该请求，但只有被请

求的主机（即主机 B）会对该请求进行处理。 

(3) 主机 B 比较自己的 IP 地址和 ARP 请求报文中的目标 IP 地址，当两者相同时进行如下处理：

将 ARP 请求报文中的发送端（即主机 A）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存入自己的 ARP 表中。之

后以单播方式发送 ARP 响应报文给主机 A，其中包含了自己的 MAC 地址。 

(4) 主机 A 收到 ARP 响应报文后，将主机 B 的 MAC 地址加入到自己的 ARP 表中以用于后续报

文的转发，同时将 IP 数据报进行封装后发送出去。 

图1-2 ARP 地址解析过程 

 

 

当主机 A 和主机 B 不在同一网段时，主机 A 就会先向网关发出 ARP 请求，ARP 请求报文中的目标

IP 地址为网关的 IP 地址。当主机 A 从收到的响应报文中获得网关的 MAC 地址后，将报文封装并发

给网关。如果网关没有主机 B 的 ARP 表项，网关会广播 ARP 请求，目标 IP 地址为主机 B 的 IP 地

址，当网关从收到的响应报文中获得主机 B 的 MAC 地址后，就可以将报文发给主机 B；如果网关

已经有主机 B 的 ARP 表项，网关直接把报文发给主机 B。 

1.1.3  ARP表项类型 

设备通过 ARP 解析到目的 MAC 地址后，将会在自己的 ARP 表中增加 IP 地址和 MAC 地址映射关

系的表项，以用于后续到同一目的地报文的转发。 

ARP 表项分为动态 ARP 表项、静态 ARP 表项、OpenFlow ARP 表项和 Rule ARP 表项。 

1. 动态ARP表项 

动态 ARP 表项由 ARP 协议通过 ARP 报文自动生成和维护，可以被老化，可以被新的 ARP 报文更

新，可以被静态 ARP 表项覆盖。当到达老化时间、接口状态 down 时，系统会删除相应的动态 ARP
表项。 

2. 静态ARP表项 

静态 ARP 表项通过手工配置和维护，不会被老化，不会被动态 ARP 表项覆盖。 

配置静态 ARP 表项可以增加通信的安全性。静态 ARP 表项可以限制和指定 IP 地址的设备通信时

只使用指定的 MAC 地址，此时攻击报文无法修改此表项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映射关系，从而

保护了本设备和指定设备间的正常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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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 ARP 表项分为短静态 ARP 表项、长静态 ARP 表项和多端口 ARP 表项。 

• 长静态 ARP 表项可以直接用于报文转发，除了包括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外，还需要包括该

ARP 表项所在 VLAN 和出接口。 

• 短静态 ARP 表项只包括 IP 地址和 MAC 地址。 

如果出接口是 VLAN 虚接口，短静态 ARP 表项不能直接用于报文转发，需要对表项进行解析：

当要发送 IP 数据报时，设备先发送 ARP 请求报文，如果收到的响应报文中的发送端 IP 地址

和发送端 MAC 地址与所配置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相同，则将接收 ARP 响应报文的接口加

入该静态 ARP 表项中，此时，该短静态 ARP 表项由未解析状态变为解析状态，之后就可以

用于报文转发。 

• 多端口 ARP 表项包括 IP 地址、MAC 地址和该 ARP 表项所在的 VLAN，当多端口 ARP 表项

中的 MAC 地址和 VLAN 信息与多端口单播 MAC/组播 MAC 地址表项中的 MAC 地址和 VLAN
相同时，该多端口 ARP 表项可用来指导 IP 转发。多端口 ARP 表项通过手工配置和维护，不

会被老化，不会被动态 ARP 表项覆盖。组播 MAC 的相关介绍，请参见“IP 组播”的“组播

路由与转发”。 

一般情况下，ARP 动态执行并自动寻求 IP 地址到以太网 MAC 地址的解析，无需管理员的介入。当

希望设备和指定用户只能使用某个固定的 IP 地址和 MAC地址通信时，可以配置短静态 ARP 表项，

当进一步希望限定这个用户只在某VLAN内的某个特定接口上连接时就可以配置长静态ARP表项。 

3. OpenFlow ARP表项 

OpenFlow ARP 表项由 OpenFlow 添加，不会被老化，不能通过 ARP 报文更新。可以直接用于转

发报文。关于 OpenFlow 的介绍，请参见“OpenFlow 配置指导”中的“OpenFlow”。 

4. Rule ARP表项 

Rule ARP 表项不会被老化，不能通过 ARP 报文更新，可以被静态 ARP 表项覆盖，可以直接用于

转发报文。Rule ARP表项可由 Portal添加，Portal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Portal”。  

1.2  ARP配置任务简介 

本节中的所有配置均为可选，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置。 

• 手工添加静态ARP表项 

 手工添加短静态ARP表项 

 手工添加长静态ARP表项 

 手工添加多端口ARP表项 

• 配置动态ARP表项的相关功能 

 配置设备学习动态ARP表项的最大数目 

 配置接口学习动态ARP表项的最大数目 

 配置动态ARP表项的老化时间 

 开启动态ARP表项的检查功能 

• 将IRF主设备的ARP表项同步到其他所有IRF从设备 

• 开启ARP日志信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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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手工添加静态ARP表项 

静态 ARP 表项在设备正常工作期间一直有效。 

1.3.1  手工添加短静态ARP表项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已经解析的短静态 ARP 表项，会由于外部事件，比如解析到的出接口状态 down 或设备的 ARP
表项所对应的 VLAN 或 VLAN 接口被删除等原因，恢复到未解析状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手工添加短静态 ARP 表项。 
arp static ip-address mac-address 

1.3.2  手工添加长静态ARP表项 

1. 功能简介 

长静态 ARP 表项根据设备的当前状态可能处于有效或无效两种状态。处于无效状态的原因可能是

该 ARP 表项对应的 VLAN 接口状态 down 或出接口状态 down、该 ARP 表项中的 IP 地址与本地 IP
地址冲突或设备上没有与该 ARP 表项中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的接口地址等原因。处于无效状态的

长静态 ARP 表项不能指导报文转发。当长静态 ARP 表项所对应的 VLAN 或 VLAN 接口被删除时，

该 ARP 表项会被删除。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手工添加长静态 ARP 表项。 
arp static ip-address mac-address [ vlan-id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3.3  手工添加多端口ARP表项 

1. 功能简介 

多端口 ARP 表项由多端口单播/组播 MAC 地址表项指定 VLAN 和出端口，由多端口 ARP 表项指定

IP 地址。多端口 ARP 表项可以覆盖其它动态、短静态和长静态 ARP 表项；短静态或长静态 ARP
表项也可以覆盖多端口 ARP 表项。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多端口 ARP 表项中 IP 地址与 VLAN 虚接口的 IP 地址属于同一网段，且存在对应的多端口单播

MAC/组播 MAC 时，该多端口 ARP 表项才能正常指导转发。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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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配置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或配置组播 MAC 地址表项。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多端口单播 MAC 地址表项。 
mac-address multiport mac-address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vlan 

vlan-id 

多端口单播 MAC 的相关内容，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MAC 地址表”中

的命令 mac-address。 

 配置组播 MAC 地址表项。 

mac-address multicast mac-address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vlan 

vlan-id 

组播MAC的相关内容，请参见“IP组播命令参考/IGMP Snooping”中的命令mac-address 

multicast。 

(3) 手工添加多端口 ARP 表项。 
arp multiport ip-address mac-address vlan-id 

本命令中的 mac-address，vlan-id 应该和多端口单播 MAC 或组播 MAC 中的

mac-address，vlan-id 一致。 

1.4  配置动态ARP表项的相关功能 

1.4.1  配置设备学习动态ARP表项的最大数目 

1. 功能简介 

设备可以通过 ARP 协议自动生成动态 ARP 表项。为了防止用户占用过多的 ARP 资源，可以通过

设置设备学习动态 ARP 表项的最大数目来进行限制。当设备学习动态 ARP 表项的数目达到所设置

的值时，该设备上将不再学习动态 ARP 表项。 

当本命令配置的动态 ARP 表项的最大数目小于设备当前已经学到的动态 ARP 表项数目，已学到的

动态 ARP 表项不会被直接删除，用户可以通过执行 reset arp dynamic 命令直接清除动态 ARP
表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允许学习动态 ARP 表项的最大数目。 
arp max-learning-number max-number slot slot-number 

缺省情况下，设备允许学习的动态 ARP 表项最大数目为 1024。 

1.4.2  配置接口学习动态ARP表项的最大数目 

1. 功能简介 

设备可以通过 ARP 协议自动生成动态 ARP 表项。为了防止部分接口下的用户占用过多的 ARP 资

源，可以通过设置接口学习动态 ARP 表项的最大数目来进行限制。当接口学习动态 ARP 表项的数

目达到所设置的值时，该接口将不再学习动态 ARP 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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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二层接口及其所属的 VLAN 接口都配置了允许学习动态 ARP 表项的最大数目，则只有二层接

口及 VLAN 接口上的动态 ARP 表项数目都没有超过各自配置的最大值时，才会学习 ARP 表项。 

设备各接口学习的动态 ARP 表项之和不会超过该设备学习动态 ARP 表项的最大数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允许学习动态 ARP 表项的最大数目。 
arp max-learning-num max-number [ alarm alarm-threshold ] 

缺省情况下，接口允许学习的动态 ARP 表项最大数目为 1024。 

1.4.3  配置动态ARP表项的老化时间 

1. 功能简介 

为适应网络的变化，ARP 表需要不断更新。ARP 表中的动态 ARP 表项并非永远有效，每一条记录

都有一个生存周期，到达生存周期仍得不到刷新的记录将从 ARP 表中删除，这个生存周期被称作

老化时间。如果在到达老化时间前记录被刷新，则重新计算老化时间。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动态 ARP 表项的老化时间。 
arp timer aging { aging-minutes | second aging-seconds } 

缺省情况下，动态 ARP 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20 分钟。 

1.4.4  开启动态ARP表项的检查功能 

1. 功能简介 

动态 ARP表项检查功能可以控制设备上是否可以学习 ARP报文中的发送端 MAC地址为组播 MAC
的动态 ARP 表项。 

• 开启 ARP 表项的检查功能后，设备上不能学习 ARP 报文中发送端 MAC 地址为组播 MAC 的

动态 ARP 表项，也不能手工添加 MAC 地址为组播 MAC 的静态 ARP 表项。 

• 关闭 ARP 表项的检查功能后，设备可以学习以太网源 MAC 地址为单播 MAC 且 ARP 报文中

发送端 MAC 地址为组播 MAC 的动态 ARP 表项，也可以手工添加 MAC 地址为组播 MAC 的

静态 ARP 表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动态 ARP 表项的检查功能。 
arp check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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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动态 ARP 表项的检查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5  将IRF主设备的ARP表项同步到其他所有IRF从设备 

1. 功能简介 

当 IRF 主从设备间出现了 ARP 表项不一致的异常情况时，可以执行本配置，保证 IRF 主从设备上

的 ARP 表项处于一致状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防止 IRF 设备在长时间工作后，各设备间的 ARP 表项出现差异的情况，可通过 schedule 机制

控制 arp smooth 命令的起始时间及执行的时间间隔，关于 schedule 机制的介绍，请参见“基础

配置指导”中的“设备管理”。 

3.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将 IRF 主设备的 ARP 表项同步到其他所有 IRF 从设备。 
arp smooth 

1.6  开启ARP日志信息功能 

1. 功能简介 

ARP 日志可以方便管理员定位问题和解决问题，对处理 ARP 报文的信息进行的记录。例如，ARP
日志可以记录如下事件： 

• 设备未使能 ARP 代理功能时收到目的 IP 不是设备接口 IP 地址或 VRRP 备份组中的虚拟 IP
地址；  

• 收到的 ARP 报文中源地址和接收接口 IP 地址或 VRRP 备份组中的虚拟 IP 地址冲突，且此报

文不是 ARP 请求报文等。 

设备生成的 ARP 日志信息会交给信息中心模块处理，信息中心模块的配置将决定日志信息的发送

规则和发送方向。关于信息中心的详细描述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ARP 日志信息功能。 
arp check 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  ARP显示和维护 

 

清除 ARP 表项，将取消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映射关系，可能导致无法正常通信。清除前请务必

仔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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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ARP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用户可以执行 reset 命令清除 ARP 表项。 

表1-1 AR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ARP表项 
display arp [ [ all | dynamic | multiport | static ] [ slot 
slot-number ] | vlan vlan-id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count | verbose ] 

显示设备支持ARP表项的最大数目 display arp entry-limit 

显示指定IP地址的ARP表项 display arp ip-address [ slot slot-number ] [ verbose ] 

显示OpenFlow类型ARP表项个数 display arp openflow count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动态ARP表项的老化时间 display arp timer aging 

清除ARP表项 
reset arp { all | dynamic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multiport | slot slot-number | 
static } 

 

1.8  ARP典型配置举例 

1.8.1  长静态ARP表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B 连接主机，通过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 Device A。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属于 VLAN 10。 

• Device A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24，MAC 地址为 00e0-fc01-0000。 

为了增加 Device B 和 Device A 通信的安全性，可以在 Device B 上为 Device A 配置一条静态 ARP
表项，从而防止攻击报文修改此表项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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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3 长静态 ARP 表项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在 Device B 上进行下列配置。 

# 创建 VLAN 1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0 

[DeviceB-vlan10] quit 

# 将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加入到 VLAN 10 中。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access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接口 Vlan-interface10，并配置 IP 地址。 
[Device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DeviceB-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92.168.1.2 8 

[DeviceB-vlan-interface10] quit 

# 配置一条长静态 ARP 表项，IP 地址为 192.168.1.1，对应的 MAC 地址为 00e0-fc01-0000，此条

ARP 表项对应的出接口为属于 VLAN 10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DeviceB] arp static 192.168.1.1 00e0-fc01-0000 10 gigabitethernet 1/0/1 

4. 验证配置 

# 查看长静态 ARP 表项信息。 
[DeviceB] display arp static 

  Type: S-Static   D-Dynamic   O-Openflow   R-Rule   M-Multiport  I-Invalid 

IP address      MAC address    VLAN/VSI   Interface/Link ID        Aging Type 

192.168.1.1     00e0-fc01-0000 10         GE1/0/1                  --    S 

Device A

GE1/0/1
VLAN10

192.168.1.1/24
00e0-fc01-0000

Devic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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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短静态ARP表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B 通过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主机，通过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连接

Device A。 

• Device A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24，MAC 地址为 00e0-fc01-001f。 

网络管理员需要通过某种方法来防止恶意用户对 Device B 进行 ARP 攻击，增加 Device B 和 Device 
A 通信的安全性。如果 Device A 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是固定的，则可以通过在 Device B 上配置

静态 ARP 表项的方法，防止恶意用户进行 ARP 攻击。 

2. 组网图 

图1-4 短静态 ARP 表项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在 Device B 上进行下列配置。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 IP 地址。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ip address 192.168.1.2 24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一条短静态 ARP 表项，IP 地址是 192.168.1.1，对应的 MAC 地址是 00e0-fc01-001f。 
[DeviceB] arp static 192.168.1.1 00e0-fc01-001f 

4. 验证配置 

# 查看短静态 ARP 表项信息。 
[DeviceB] display arp static 

  Type: S-Static   D-Dynamic   O-Openflow   R-Rule   M-Multiport  I-Invalid 

IP address      MAC address    VLAN/VSI   Interface/Link ID        Aging Type 

192.168.1.1     00e0-fc01-001f --         --                       --    S 



 

1-11 

1.8.3  多端口ARP表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连接服务器群，通过属于 VLAN 10 的三个二层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分别连接三台服务器。 

• 服务器群的共享 IP 地址为 192.168.1.1/24，共享 MAC 地址为 00e0-fc01-0000。 

配置多端口 ARP 表项，使目的 IP 为 192.168.1.1 的 IP 数据报文能同时发送到三台服务器上。 

2. 组网图 

图1-5 多端口 ARP 表项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在 Device 上进行下列配置。 

# 创建 VLAN 10。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vlan 10 

[Device-vlan10] quit 

# 将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到 VLAN 10 中。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access vlan 10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access vlan 10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GigabitEthernet1/0/3] port access vlan 10 

[Device-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创建接口 Vlan-interface10，并配置 IP 地址。 
[Devic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Device-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92.168.1.2 24 

[Device-vlan-interface10] quit 



 

1-12 

# 配置多端口单播 MAC表项，MAC地址为 00e0-fc01-0000，对应的出接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接口属于 VLAN 10。 
[Device] mac-address multiport 00e0-fc01-000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3 vlan 10 

# 配置一条多端口 ARP 表项，IP 地址为 192.168.1.1，对应的 MAC 地址为 00e0-fc01-0000。 
[Device] arp multiport 192.168.1.1 00e0-fc01-0000 10 

4. 验证配置 

# 查看 ARP 表项信息。 
[Device] display arp 

  Type: S-Static   D-Dynamic   O-Openflow   R-Rule   M-Multiport  I-Invalid 

IP address      MAC address    VLAN/VSI   Interface/Link ID        Aging Type 

192.168.1.1     00e0-fc01-0000 10         --                       --    M 



 

2-1 

2 免费ARP 

2.1  免费ARP简介 

免费 ARP 报文是一种特殊的 ARP 报文，该报文中携带的发送端 IP 地址和目标 IP 地址都是本机的

IP 地址。设备通过对外发送免费 ARP 报文来确定其他设备的 IP 地址是否与本机的 IP 地址冲突，

并实现在设备硬件地址改变时通知其它设备更新 ARP 表项。 

2.1.1  IP地址冲突检测 

设备接口获取到 IP 地址时可以在接口所在局域网内广播发送免费 ARP 报文。如果设备收到 ARP
应答报文，表示局域网中存在与该设备 IP 地址相同的设备，则设备不会使用此 IP 地址，并打印日

志提示管理员修改该 IP 地址。如果设备未收到 ARP 应答报文，表示局域网中不存在与该设备 IP 地

址相同的设备，则设备可以正常使用 IP 地址。 

2.1.2  免费ARP报文学习 

开启了免费 ARP 报文学习功能后，设备会根据收到的免费 ARP 报文中携带的信息（发送端 IP 地

址、发送端 MAC 地址）对自身维护的 ARP 表进行修改。设备先判断 ARP 表中是否存在与此免费

ARP 报文中的发送端 IP 地址对应的 ARP 表项： 

• 如果没有对应的 ARP 表项，设备会根据该免费 ARP 报文中携带的信息新建 ARP 表项； 

• 如果存在对应的ARP表项，设备会根据该免费ARP报文中携带的信息更新对应的ARP表项。 

关闭免费 ARP 报文学习功能后，设备不会根据收到的免费 ARP 报文来新建 ARP 表项，但是会更

新已存在的对应 ARP 表项。如果用户不希望通过免费 ARP 报文来新建 ARP 表项，可以关闭免费

ARP 报文学习功能，以节省 ARP 表项资源。 

2.1.3  定时发送免费ARP 

定时发送免费 ARP 功能可以及时通知下行设备更新 ARP 表项或者 MAC 地址表项，主要应用场景

如下： 

• 防止仿冒网关的 ARP 攻击 

如果攻击者仿冒网关发送免费 ARP 报文，就可以欺骗同网段内的其它主机，使得被欺骗的主

机访问网关的流量被重定向到一个错误的 MAC 地址，导致其它主机用户无法正常访问网络。 

为了降低这种仿冒网关的 ARP 攻击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在网关的接口上开启定时发送免费

ARP 功能。开启该功能后，网关接口上将按照配置的时间间隔周期性发送接口主 IP 地址和手

工配置的从 IP 地址的免费 ARP 报文。这样，每台主机都可以学习到正确的网关，从而正常访

问网络。 

• 防止主机 ARP 表项老化 

在实际环境中，当网络负载较大或接收端主机的 CPU 占用率较高时，可能存在 ARP 报文被

丢弃或主机无法及时处理接收到的 ARP 报文等现象。这种情况下，接收端主机的动态 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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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项会因超时而老化，在其重新学习到发送设备的 ARP 表项之前，二者之间的流量就会发生

中断。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可以在网关的接口上开启定时发送免费 ARP 功能。启用该功能后，网关

接口上将按照配置的时间间隔周期性发送接口主 IP 地址和手工配置的从 IP 地址的免费 ARP
报文。这样，接收端主机可以及时更新 ARP 映射表，从而防止了上述流量中断现象。 

• 防止 VRRP 虚拟 IP 地址冲突 

当网络中存在 VRRP 备份组时，需要由 VRRP 备份组的 Master 路由器周期性的向网络内的

主机发送免费 ARP 报文，使主机更新本地 ARP 地址表，从而确保网络中不会存在 IP 地址与

Master 路由器 VRRP 虚拟 IP 地址相同的设备。免费 ARP 报文中的发送端 MAC 为 VRRP 虚

拟路由器对应的虚拟 MAC 地址。关于 VRR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

“VRRP”。 

2.2  免费ARP配置任务简介 

本节中的所有配置均为可选，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置。当以下功能均未开启时，免费 ARP 的冲

突地址检测功能仍然生效。 

• 开启源IP地址冲突提示功能 

• 开启免费ARP报文学习功能 

• 开启定时发送免费ARP功能 

• 开启设备收到非同一网段ARP请求时发送免费ARP报文功能 

• 配置当接口MAC地址变化时，该接口重新发送免费ARP报文的次数和时间间隔 

2.3  开启源IP地址冲突提示功能 

1. 功能简介 

设备接收到其它设备发送的 ARP 报文后，如果发现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和自己的 IP 地址相同，该设

备会根据当前源 IP 地址冲突提示功能的状态，进行如下处理： 

• 如果源 IP 地址冲突提示功能处于关闭状态时，设备发送一个免费 ARP 报文确认是否冲突，只

有收到对应的 ARP 应答后才提示存在 IP 地址冲突。 

• 如果源 IP 地址冲突提示功能处于开启状态时，设备立刻提示存在 IP 地址冲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源 IP 地址冲突提示功能。 
arp ip-conflict log prompt 

缺省情况下，源 IP 地址冲突提示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4  开启免费ARP报文学习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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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启免费 ARP 报文学习功能。 
gratuitous-arp-learn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免费 ARP 报文的学习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2.5  开启定时发送免费ARP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设备最多允许同时在 1024 个接口上开启定时发送免费 ARP 功能。 

• 开启定时发送免费 ARP 功能后，只有当接口链路状态 up 并且配置 IP 地址后，此功能才真正

生效。 

• 如果修改了免费 ARP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则在下一个发送时间间隔才能生效。 

• 如果同时在很多接口下开启定时发送免费 ARP 功能，或者每个接口有大量的从 IP 地址，又或

者是两种情况共存的同时又配置很小的发送时间间隔，那么免费 ARP 报文的实际发送时间间

隔可能会远远高于用户设定的时间间隔。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定时发送免费 ARP 功能。 
arp send-gratuitous-arp [ interval interval ] 

缺省情况下，定时发送免费 AR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6  开启设备收到非同一网段ARP请求时发送免费ARP报文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设备收到非同一网段 ARP 请求时发送免费 ARP 报文功能。 
gratuitous-arp-send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设备收到非同一网段的 ARP 请求时发送免费 ARP 报文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7  配置当接口MAC地址变化时，该接口重新发送免费ARP报文的次数和

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当设备的MAC地址发生变化后，设备会通过免费ARP报文将修改后的MAC地址通告给其他设备。

由于目前免费 ARP 报文没有重传机制，其他设备可能无法收到免费 ARP 报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用户可以配置当接口 MAC 地址变化时，该接口重新发送免费 ARP 报文的次数和时间间隔，保证其

他设备可以收到该免费 ARP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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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当接口 MAC 地址变化时，重新发送免费 ARP 报文的次数和时间间隔 
gratuitous-arp mac-change retransmit times interval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当设备的接口 MAC 地址变化时，该接口只会发送一次免费 ARP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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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理ARP 

3.1  代理ARP简介 

如果 ARP 请求是从一个网络的主机发往同一网段却不在同一物理网络上的另一台主机，那么连接

它们的具有代理 ARP 功能的设备就可以回答该请求，这个过程称作代理 ARP（Proxy ARP）。 

代理 ARP 功能屏蔽了分离的物理网络这一事实，使用户使用起来，好像在同一个物理网络上。 

代理 ARP 分为普通代理 ARP 和本地代理 ARP，二者的应用场景有所区别： 

• 普通代理 ARP 的应用场景为：想要互通的主机分别连接到设备的不同三层接口上，且这些主

机不在同一个广播域中。 

• 本地代理 ARP 的应用场景为：想要互通的主机连接到设备的同一个三层接口上，且这些主机

不在同一个广播域中。 

3.2  开启普通代理ARP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普通代理 ARP 功能可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配置。 

(3) 开启普通代理 ARP 功能。 
proxy-arp enable 

缺省情况下，普通代理 AR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3  开启本地代理ARP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本地代理 ARP 功能可在 VLAN 接口视图下进行配置。 

(3) 开启本地代理 ARP 功能。 
local-proxy-arp enable [ ip-range start-ip-address to end-ip-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本地代理 AR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4  代理AR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代理 ARP 的运行情况，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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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代理 AR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本地代理ARP的状态 display local-proxy-arp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普通代理ARP的状态 display proxy-arp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3.5  代理ARP典型配置举例 

3.5.1  代理ARP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Host A 和 Host D 配置为同一网段的主机（Host A 的 IP 地址是 192.168.10.100/16，Host D
的 IP 地址是 192.168.20.200/16），但却被设备 Switch 分在两个不同的子网（Host A 属于

VLAN 1，Host D 属于 VLAN 2）。 

• Host A 和 Host D 没有配置缺省网关，要求在设备 Switch 上开启代理 ARP 功能，使处在两个

子网的 Host A 和 Host D 能互通。 

2. 组网图 

图3-1 配置代理 ARP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 VLAN 2。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vlan 2 

[Switch-vlan2]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 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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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92.168.10.99 255.255.255.0 

# 开启接口 Vlan-interface1 的代理 ARP 功能。 
[Switch-Vlan-interface1] proxy-arp enable 

[Switch-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2 的 IP 地址。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20.99 255.255.255.0 

# 开启接口 Vlan-interface2 的代理 ARP 功能。 
[Switch-Vlan-interface2] proxy-arp enable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Host A 和 Host D 可以互相 ping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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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RP Snooping 
4.1  ARP Snooping简介 

ARP Snooping 功能是一个用于二层交换网络环境的特性，通过侦听 ARP 报文建立 ARP Snooping
表项，从而提供给 MFF（MAC-Forced Forwarding，MAC 强制转发）使用。关于 MFF 的详细介绍，

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MFF”。 

4.1.1  ARP Snooping表项建立机制 

设备上在一个 VLAN 中启用 ARP Snooping 后，该 VLAN 内接收的 ARP 报文都会被上送到 CPU。

CPU 对上送的 ARP 报文进行分析，获取 ARP 报文的发送端 IP 地址、发送端 MAC 地址、VLAN 和

入端口信息，建立记录用户信息的 ARP Snooping 表项。 

4.1.2  ARP Snooping表项老化机制 

ARP Snooping 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25 分钟，有效时间为 15 分钟。 

如果一个 ARP Snooping 表项自最后一次更新后 12 分钟内没有收到 ARP 更新报文，设备会向外主

动发送一个 ARP 请求进行探测；若 ARP Snooping 表项自最后一次更新后 15 分钟时，还没有收到

ARP 更新报文，则此表项开始进入失效状态，不再对外提供服务，其他特性查找此表项将会失败。

当收到发送端 IP地址和发送端 MAC与已存在的ARP Snooping表项 IP地址和MAC均相同的ARP
报文时，此 ARP Snooping 表项进行更新，重新开始生效，并重新老化计时。 

当 ARP Snooping 表项达到老化时间后，则将此 ARP Snooping 表项删除。 

4.1.3  ARP Snooping表项冲突处理机制 

如果 ARP Snooping 收到 ARP 报文时检查到相同 IP 的 ARP Snooping 表项已经存在，但是 MAC
地址发生了变化，则认为发生了攻击，此时 ARP Snooping 表项处于冲突状态，表项失效，不再对

外提供服务，并在 1 分钟后删除此表项。 

4.2  开启ARP Snooping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开启 ARP Snooping 功能。 
arp snoop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Snooping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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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RP Snooping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ARP Snooping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用户可以执行 reset 命令清除 ARP Snooping 表中的表项。 

表4-1 ARP Snooping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ARP Snooping表项 
display arp snooping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 count ] 
display arp snooping ip ip-address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ARP Snooping表项 reset arp snooping [ ip ip-address | vlan vlan-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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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RP直连路由通告 

5.1  ARP直连路由通告简介 

5.1.1  工作机制 

ARP 直连路由通告功能用于使设备从 ARP 表中学到对应的直连路由信息，以便其他路由协议发布

该直连路由或指导报文转发。 

5.2  开启ARP直连路由通告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ARP 直连路由通告功能。 
arp route-direct advertise 

缺省情况下，ARP 直连路由通告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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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地址 

1.1  IP地址简介 

若非特别指明，本文所指的 IP 地址均为 IPv4 地址。 

1.1.1  IP地址的表示和分类 

连接到 IPv4 网络上的设备通过 IP 地址标识。IP 地址长度为 32 比特，通常采用点分十进制方式表

示，即每个 IP 地址被表示为以小数点隔开的 4 个十进制整数，每个整数对应一个字节，如 10.1.1.1。 

IP 地址由两部分组成： 

• 网络号码字段（Net-id）：用于区分不同的网络。网络号码字段的前几位称为类别字段（又称

为类别比特），用来区分 IP 地址的类型。 

• 主机号码字段（Host-id）：用于区分一个网络内的不同主机。 

为了方便管理及组网，IP地址分成五类，如 图 1-1 所示，其中蓝色部分为类别字段。 

图1-1 五类 IP 地址 

 

 

上述五类IP地址的地址范围如 表 1-1 所示。目前大量使用的IP地址属于A、B、C三类。 

表1-1 IP 地址分类及范围 

地址类型 地址范围 说明 

A 0.0.0.0～127.255.255.255 

IP地址0.0.0.0仅用于主机在系统启动时进行临时通

信，并且永远不是有效目的地址 

127.0.0.0网段的地址都保留作环回测试，发送到这个

地址的分组不会输出到链路上，它们被当作输入分组

在内部进行处理 

B 128.0.0.0～191.255.255.255 - 

C 192.0.0.0～223.255.255.255 - 

D 224.0.0.0～239.255.255.255 组播地址 

E 240.0.0.0～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用于广播地址，其它地址保留今后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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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特殊的IP地址 

下列 IP 地址具有特殊的用途，不能作为主机的 IP 地址。 

• Net-id为全 0的地址：表示本网络内的主机。例如，0.0.0.16表示本网络内Host-id为 16的主

机。 

• Host-id 为全 0 的地址：网络地址，用于标识一个网络。 

• Host-id 为全 1 的地址：网络广播地址。例如，目的地址为 192.168.1.255 的报文，将转发给

192.168.1.0 网络内所有的主机。 

1.1.3  子网和掩码 

随着 Internet 的快速发展，IP 地址已近枯竭。为了充分利用已有的 IP 地址，可以使用子网掩码将

网络划分为更小的部分（即子网）。通过从主机号码字段部分划出一些比特位作为子网号码字段，

能够将一个网络划分为多个子网。子网号码字段的长度由子网掩码确定。 

子网掩码是一个长度为 32 比特的数字，由一串连续的“1”和一串连续的“0”组成。“1”对应于

网络号码字段和子网号码字段，而“0”对应于主机号码字段。 

图 1-2 所示是一个B类地址划分子网的情况。 

图1-2 IP 地址子网划分 

 
 

多划分出一个子网号码字段会浪费一些 IP 地址。例如，一个 B 类地址可以容纳 65534（216-2，去

掉主机号码字段全 1 的广播地址和主机号码字段全 0 的网段地址）个主机号码。但划分出 9 比特长

的子网字段后，最多可有 512（29）个子网，每个子网有 7 比特的主机号码，即每个子网最多可有

126（27-2，去掉主机号码字段全 1 的广播地址和主机号码字段全 0 的网段地址）个主机号码。因

此主机号码的总数是 512*126=64512 个，比不划分子网时要少 1022 个。 

若不进行子网划分，则子网掩码为默认值，此时子网掩码中“1”的长度就是网络号码的长度，即 A、
B、C 类 IP 地址对应的子网掩码默认值分别为 255.0.0.0、255.255.0.0 和 255.255.255.0。 

1.1.4  IP地址的获取方式 

接口获取 IP 地址有以下几种方式： 

• 通过手动指定 IP 地址，本手册只介绍通过手动指定 IP 地址的方式。 

• 通过 BOOTP 分配得到 IP 地址，通过 BOOTP 分配得到 IP 地址方式的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

-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BOOTP 客户端”。 

• 通过 DHCP 分配得到 IP 地址，通过 DHCP 分配得到 IP 地址方式的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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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种方式是互斥的，通过新的配置方式获取的 IP 地址会覆盖通过原有方式获取的 IP 地址。例如，

首先通过手动指定了 IP 地址，然后使用 DHCP 协议申请 IP 地址，那么手动指定的 IP 地址会被删

除，接口的 IP 地址是通过 DHCP 协议分配的。 

1.2  手工指定接口的IP地址 

1. 功能简介 

设备的每个接口可以配置多个 IP 地址，其中一个为主 IP 地址，其余为从 IP 地址。 

一般情况下，一个接口只需配置一个主 IP 地址，但在有些特殊情况下需要配置从 IP 地址。比如，

一台设备通过一个接口连接了一个局域网，但该局域网中的计算机分别属于 2 个不同的子网，为了

使设备与局域网中的所有计算机通信，就需要在该接口上配置一个主 IP 地址和一个从 IP 地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一个接口只能有一个主 IP 地址。新配置的主 IP 地址将覆盖原有主 IP 地址。 

• 当接口被配置为通过 BOOTP、DHCP 方式获取 IP 地址或借用其它接口的 IP 地址后，则不能

再给该接口配置从 IP 地址。 

• 同一接口的主、从 IP 地址可以在同一网段，但不同接口之间不可以在同一网段。 

• 设备支持在不同接口上配置掩码不同但最短掩码对应网络位相同的地址，比如地址

1.1.1.1/16 和 1.1.2.1/24，这两个地址的最短掩码 16 对应的网络位都是 1.1.0.0。缺省连接这

两个接口上的用户不能互通，如需互通，需要配置普通代理 ARP 功能，关于普通代理 ARP
的描述，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ARP”。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 
ip address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sub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接口 IP 地址。 

1.3  配置接口借用IP地址 

1. 功能简介 

IP 地址借用是指一个接口上未配置 IP 地址，但为了使该接口能正常使用，就向同一设备上其它有

IP 地址的接口借用一个 IP 地址。IP 地址借用的使用场景如下： 

• 在 IP 地址资源比较匮乏的环境下，为了节约 IP 地址资源，可以配置某个接口借用其它接口的

IP 地址。 

• 如果某个接口只是偶尔使用，可以配置该接口借用其它接口的 IP 地址，而不必让其一直占用

一个单独的 IP 地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Loopback 接口的 IP 地址可被其它接口借用，但本身不能借用其它接口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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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借用接口的地址本身不能为借用地址。 

• 一个接口的地址可以借给多个接口。 

• 如果被借用接口有多个手动配置的 IP 地址，则只有手动配置的主 IP 地址能被借用。 

• 由于借用方接口本身没有 IP 地址，无法在此接口上启用动态路由协议。所以必须手动配置一

条到对端网段的静态路由，才能实现设备间的连通。 

3. 配置准备 

被借用接口的 IP 地址已经配置，配置方法可以为手动指定、通过 BOOTP 或 DHCP 动态获取。 

4.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本接口借用指定接口的 IP 地址。 
ip address unnumbered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本接口未借用其它接口的 IP 地址。 

1.4  IP地址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P 地址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IP 地址的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三层接口与IP相关的简要信息 display ip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interface-number ] ] brief [ description ] 

显示三层接口与IP相关的配置和统计信息
display ip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5  地址典型配置举例 

1.5.1  手工指定IP地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的端口（属于 VLAN 1）连接一个局域网，局域网中的计算机分别属于 2 个网段：172.16.1.0/24
和 172.16.2.0/24。要求这两个网段的主机都可以通过 Switch 与外部网络通信，且这两个网段中的

主机能够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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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3 IP 地址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针对上述的需求，如果在 Switch 的 VLAN 接口 1 上只配置一个 IP 地址，则只有一部分主机能够通

过 Switch 与外部网络通信。为了使局域网内的所有主机都能够通过 Switch 访问外部网络，需要配

置VLAN接口1的从 IP地址。为了使两个网段中的主机能够互通，两个网段中的主机都需要将Switch
设置为网关。 

# 配置 VLAN 接口 1 的主 IP 地址和从 IP 地址。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72.16.1.1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72.16.2.1 255.255.255.0 sub 

# 在 172.16.1.0/24 网段中的主机上配置网关为 172.16.1.1；在 172.16.2.0/24 网段中的主机上配置

网关为 172.16.2.1。 

4. 验证配置 

# 使用 ping 命令检测 Switch 与网络 172.16.1.0/24 内主机的连通性。 
<Switch> ping 172.16.1.2 

Ping 172.16.1.2 (172.16.1.2):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172.16.1.2: icmp_seq=0 ttl=128 time=7.000 ms 

56 bytes from 172.16.1.2: icmp_seq=1 ttl=128 time=2.000 ms 

56 bytes from 172.16.1.2: icmp_seq=2 ttl=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72.16.1.2: icmp_seq=3 ttl=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72.16.1.2: icmp_seq=4 ttl=128 time=2.000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172.16.1.2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000/2.600/7.000/2.24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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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与网络 172.16.1.0/24 内的主机可以互通。 

# 使用 ping 命令检测 Switch 与网络 172.16.2.0/24 内主机的连通性。 
<Switch> ping 172.16.2.2 

Ping 172.16.2.2 (172.16.2.2):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172.16.2.2: icmp_seq=0 ttl=128 time=2.000 ms 

56 bytes from 172.16.2.2: icmp_seq=1 ttl=128 time=7.000 ms 

56 bytes from 172.16.2.2: icmp_seq=2 ttl=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72.16.2.2: icmp_seq=3 ttl=128 time=2.000 ms 

56 bytes from 172.16.2.2: icmp_seq=4 ttl=128 time=1.000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172.16.2.2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000/2.600/7.000/2.245 ms 

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与网络 172.16.2.0/24 内的主机可以互通。 

# 使用 ping 命令检测网络 172.16.1.0/24 和网络 172.16.2.0/24 内主机的连通性。在 Host A 上可以

ping 通 Hos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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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HCP概述 

1.1  DHCP组网模型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采用客户端/服务器模式，由

服务器为网络设备动态地分配IP地址等网络配置参数。DHCP客户端和DHCP服务器处于不同物理

网段时，客户端可以通过DHCP中继与服务器通信，获取IP地址及其他配置信息。DHCP中继的详

细介绍，请参见“3.1  DHCP中继简介”。 

图1-1 同网段 DHCP 组网应用 

 
 

1.2  DHCP的IP地址分配 

1.2.1  IP地址分配策略 

针对客户端的不同需求，DHCP 提供三种 IP 地址分配策略： 

• 手工分配地址：由管理员为少数特定客户端（如 WWW 服务器等）静态绑定固定的 IP 地址。

通过 DHCP 将配置的固定 IP 地址分配给客户端。 

• 自动分配地址：DHCP 为客户端分配租期为无限长的 IP 地址。 

• 动态分配地址：DHCP 为客户端分配具有一定有效期限的 IP 地址，到达使用期限后，客户端

需要重新申请地址。绝大多数客户端得到的都是这种动态分配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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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IP地址获取过程 

图1-2 IP 地址动态获取过程 

 

 

如 图 1-2 所示，DHCP客户端从DHCP服务器获取IP地址，主要通过四个阶段进行： 

(1) 发现阶段，即 DHCP 客户端寻找 DHCP 服务器的阶段。客户端以广播方式发送

DHCP-DISCOVER 报文。 

(2) 提供阶段，即 DHCP 服务器提供 IP 地址的阶段。DHCP 服务器接收到客户端的

DHCP-DISCOVER 报文后，根据 IP 地址分配的优先次序选出一个 IP 地址，与其他参数一起

通过 DHCP-OFFER 报文发送给客户端。 

(3) 选择阶段，即 DHCP 客户端选择 IP 地址的阶段。如果有多台 DHCP 服务器向该客户端发来

DHCP-OFFER 报文，客户端只接受第一个收到的 DHCP-OFFER 报文，然后以广播方式发送

DHCP-REQUEST 报文，该报文中包含 DHCP 服务器在 DHCP-OFFER 报文中分配的 IP 地

址。 

(4) 确认阶段，即 DHCP 服务器确认 IP 地址的阶段。DHCP 服务器收到 DHCP 客户端发来的

DHCP-REQUEST 报文后，只有 DHCP 客户端选择的服务器会进行如下操作：如果确认将地

址分配给该客户端，则返回 DHCP-ACK 报文；否则返回 DHCP-NAK 报文，表明地址不能分

配给该客户端。 

客户端收到服务器返回的 DHCP-ACK 确认报文后，会以广播的方式发送免费 ARP 报文，探测是否

有主机使用服务器分配的 IP 地址，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收到回应，并且客户端上不存在与该地

址同网段的其他地址时，客户端才使用此地址。否则，客户端会发送 DHCP-DECLINE 报文给 DHCP
服务器，并重新申请 IP 地址。 

如果网络中存在多个 DHCP 服务器，除 DHCP 客户端选中的服务器外，其它 DHCP 服务器中本次

未分配出的 IP 地址仍可分配给其他客户端。 

1.2.3  IP地址的租约更新 

DHCP 服务器分配给客户端的 IP 地址具有一定的租借期限（除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该租借期限称

为租约。当租借期满后服务器会收回该 IP 地址。如果 DHCP 客户端希望继续使用该地址，则 DHCP
客户端需要申请延长 IP 地址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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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HCP 客户端的 IP 地址租约期限达到一半左右时间时，DHCP 客户端会向为它分配 IP 地址的

DHCP 服务器单播发送 DHCP-REQUEST 报文，以进行 IP 租约的更新。如果客户端可以继续使用

此 IP 地址，则 DHCP 服务器回应 DHCP-ACK 报文，通知 DHCP 客户端已经获得新 IP 租约；如果

此 IP 地址不可以再分配给该客户端，则 DHCP 服务器回应 DHCP-NAK 报文，通知 DHCP 客户端

不能获得新的租约。 

如果在租约的一半左右时间进行的续约操作失败，DHCP 客户端会在租约期限达到 7/8 时，广播发

送 DHCP-REQUEST 报文进行续约。DHCP 服务器的处理方式同上，不再赘述。 

1.3  DHCP报文格式 

DHCP有 8 种类型的报文，每种报文的格式都相同，只是某些字段的取值不同。DHCP的报文格式

如 图 1-3 所示，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字段所占的字节。 

图1-3 DHCP 报文格式 

 
 

各字段的解释如下： 

• op：报文的操作类型，分为请求报文和响应报文，1 为请求报文；2 为响应报文。具体的报文

类型在 options 字段中标识。 

• htype、hlen：DHCP 客户端的硬件地址类型及长度。 

• hops：DHCP 报文经过的 DHCP 中继的数目。DHCP 请求报文每经过一个 DHCP 中继，该字

段就会增加 1。 

• xid：客户端发起一次请求时选择的随机数，用来标识一次地址请求过程。 

• secs：DHCP 客户端开始 DHCP 请求后所经过的时间。目前没有使用，固定为 0。 

• flags：第一个比特为广播响应标识位，用来标识 DHCP 服务器响应报文是采用单播还是广播

方式发送，0 表示采用单播方式，1 表示采用广播方式。其余比特保留不用。 

• ciaddr：DHCP 客户端的 IP 地址。如果客户端有合法和可用的 IP 地址，则将其添加到此字段，

否则字段设置为 0。此字段不用于客户端申请某个特定的 IP 地址。 

• yiaddr：DHCP 服务器分配给客户端的 IP 地址。 

• siaddr：DHCP 客户端获取启动配置信息的服务器 IP 地址。 



 

1-4 

• giaddr：DHCP 客户端发出请求报文后经过的第一个 DHCP 中继的 IP 地址。 

• chaddr：DHCP 客户端的硬件地址。 

• sname：DHCP 客户端获取启动配置信息的服务器名称。 

• file：DHCP 服务器为 DHCP 客户端指定的启动配置文件名称及路径信息。 

• options：可选变长选项字段，包含报文的类型、有效租期、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WINS 服

务器的 IP 地址等配置信息。 

1.4  DHCP选项介绍 

为了与 BOOTP（Bootstrap Protocol，自举协议）兼容，DHCP 保留了 BOOTP 的消息格式。DHCP
和 BOOTP 消息的不同主要体现在选项（Options）字段。DHCP 在 BOOTP 基础上增加的功能，

通过 Options 字段来实现。 

DHCP 利用 Options 字段传递控制信息和网络配置参数，实现地址动态分配的同时，为客户端提供

更加丰富的网络配置信息。 

DHCP选项的格式如 图 1-4 所示。 

图1-4 DHCP 选项格式 

 

 

1.5  DHCP常用选项 

常见的 DHCP 选项有： 

• Option 3：路由器选项，用来指定为客户端分配的网关地址。 

• Option 6：DNS 服务器选项，用来指定为客户端分配的 DNS 服务器地址。 

• Option 33：静态路由选项。该选项中包含一组有分类静态路由（即目的网络地址的掩码固定

为自然掩码，不能划分子网），客户端收到该选项后，将在路由表中添加这些静态路由。如果

Option 33 和 Option 121 同时存在，则忽略 Option 33。 

• Option 51：IP 地址租约选项。 

• Option 53：DHCP 消息类型选项，标识 DHCP 消息的类型。 

• Option 55：请求参数列表选项。客户端利用该选项指明需要从服务器获取哪些网络配置参数。

该选项内容为客户端请求的参数对应的选项值。 

• Option 60：厂商标识选项。客户端利用该选项标识自己所属的厂商；DHCP 服务器可以根据

该选项区分客户端所属的厂商，并为其分配特定范围的 IP 地址。 

• Option 66：TFTP 服务器名选项，用来指定为客户端分配的 TFTP 服务器的域名。 

• Option 67：启动文件名选项，用来指定为客户端分配的启动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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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 121：无分类路由选项。该选项中包含一组无分类静态路由（即目的网络地址的掩码为

任意值，可以通过掩码来划分子网），客户端收到该选项后，将在路由表中添加这些静态路由。

如果 Option 33 和 Option 121 同时存在，则忽略 Option 33。 

• Option 150：TFTP 服务器地址选项，用来指定为客户端分配的 TFTP 服务器的地址。 

更多 DHCP 选项的介绍，请参见 RFC 2132 和 RFC 3442。 

1.6  自定义DHCP选项 

有些选项的内容，RFC 2132 中没有统一规定，例如 Option 43、Option 82 和 Option 184。下面将

介绍设备上定义的几种选项。 

1.6.1  厂商特定信息选项（Option 43） 

1. Option 43 的作用 

Option 43 称为厂商特定信息选项。DHCP 服务器和 DHCP 客户端通过 Option 43 交换厂商特定的

信息。 

设备作为 DHCP 客户端时，可以通过 Option 43 获取： 

• ACS（Auto-Configuration Server，自动配置服务器）的参数，包括 URL 地址、用户名和密

码。 

• 服务提供商标识，CPE（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用户侧设备）从 DHCP 服务器获

取该信息后，将该信息通告给 ACS，以便 ACS 选择服务提供商特有的配置和参数等。CPE
和 ACS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CWMP（TR-069）”。 

• PXE（Preboot eXecution Environment，预启动执行环境）引导服务器地址，以便客户端从

PXE 引导服务器获取启动文件或其他控制信息。 

2. Option 43 格式 

图1-5 Option 43 格式 

 

 

为了提供可扩展性，通过Option 43 为客户端分配更多的信息，Option 43 采用子选项的形式，通过

不同的子选项为用户分配不同的网络配置参数。如 图 1-5 所示。子选项中各字段的含义为： 

• Sub-option type：子选项类型。目前，子选项类型值可以为 0x01 表示 ACS 参数子选项，0x02
表示服务提供商标识子选项，0x80 表示 PXE 引导服务器地址子选项。 

• Sub-option length：子选项的长度，不包括子选项类型和子选项长度字段。 

• Sub-option value：子选项的取值。不同类型的子选项，取值格式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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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ption 43 子选项取值字段的格式 

• ACS参数子选项的取值字段格式如 图 1-6 所示。ACS的URL地址、用户名和密码长度可变，

每个参数之间用空格（十六进制数为 20）隔开。 

图1-6 ACS 参数子选项取值字段的格式 

 

 

• 服务提供商标识子选项的取值字段内容为服务提供商的标识。 

• PXE引导服务器地址子选项的取值字段格式如 图 1-7 所示。其中，PXE服务器类型目前取值

只能为 0；Server number为子选项中包含的PXE服务器地址的数目；Server IP addresses为
PXE服务器的IP地址。 

图1-7 PXE 引导服务器地址子选项取值字段的格式 

 

 

1.6.2  中继代理信息选项（Option 82） 

Option 82 称为中继代理信息选项，该选项记录了 DHCP 客户端的位置信息。DHCP 中继或 DHCP 
Snooping设备接收到DHCP客户端发送给DHCP服务器的请求报文后，在该报文中添加Option 82，
并转发给 DHCP 服务器。 

管理员可以从 Option 82 中获得 DHCP 客户端的位置信息，以便定位 DHCP 客户端，实现对客户

端的安全和计费等控制。支持 Option 82 的服务器还可以根据该选项的信息制定 IP 地址和其他参数

的分配策略，提供更加灵活的地址分配方案。 

Option 82 多可以包含 255 个子选项。若定义了 Option 82，则至少要定义一个子选项。目前设备

只支持两个子选项：sub-option 1（Circuit ID，电路 ID 子选项）、sub-option 2（Remote ID，远程

ID 子选项）和 sub-option 5（Link Selection，链路选择子选项）等。 

由于 Option 82 的内容没有统一规定，不同厂商通常根据需要进行填充。 

设备上，Circuit ID 的填充模式有以下几种： 

• 采用 string 模式填充：sub-option 1 的内容是用户配置的字符串。 

• 采用 normal 模式填充：sub-option 1 的内容是接收到 DHCP 客户端请求报文的接口所属的

VLAN ID 以及接口编号。 

• 采用 verbose 模式填充：sub-option 1 的内容包括用户配置的接入节点标识，接收到 DHCP
客户端请求报文的接口类型、接口编号和接口所属的 VLA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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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te ID 的填充模式有以下几种： 

• 采用 string 模式填充：sub-option 2 的内容是用户配置的字符串。 

• 采用 normal 模式填充：sub-option 2 的内容是接收到 DHCP 客户端请求报文的接口 MAC 地

址（DHCP 中继）或设备的桥 MAC 地址（DHCP Snooping）。 

• 采用 sysname 模式填充：sub-option 2 的内容是设备的系统名称。设备的系统名称可以通过

系统视图下的 sysname 命令配置。 

Link Selection 的填充内容是 giaddr 字段或开启 DHCP 中继功能接口的地址。在中继上配置 dhcp 

relay information enable 命令开启支持 Option 82 功能，并配置 dhcp relay 

source-address { ip-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指
定 DHCP 中继向 DHCP 服务器转发报文的源地址时，DHCP 中继转发的 DHCP 报文中的 Option 82
选项中会携带此子选项。 

1.6.3  Option 184 

Option 184 是 RFC 中规定的保留选项，用户可以自定义该选项中携带的信息。设备上，Option 184
携带了语音呼叫所需的信息。通过 Option 184，可以实现在为具有语音功能的 DHCP 客户端提供

语音呼叫相关信息。 

目前 Option 184 支持四个子选项，承载的内容如下： 

• sub-option 1：网络呼叫处理器的 IP 地址，用来标识作为网络呼叫控制源及应用程序下载的服

务器。只有定义了 sub-option 1（网络呼叫处理器的 IP 地址子选项），其他子选项才能生效。 

• sub-option 2：备用服务器的 IP 地址，当 sub-option 1 中携带的网络呼叫处理器不可达或不合

法时，DHCP 客户端使用该选项指定的备用服务器作为网络呼叫处理器。 

• sub-option 3：语音 VLAN 信息，指定语音 VLAN 的 ID 及 DHCP 客户端是否会将所指定的

VLAN 作为语音 VLAN。 

• sub-option 4：自动故障转移呼叫路由，指定故障转移呼叫路由的 IP 地址及其关联的拨号串，

即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会话初始协议）用户之间互相通信时对端的 IP 地址和呼

叫号码。当网络呼叫处理器和备用服务器均不可达时，SIP 用户可以使用对端 IP 地址及呼叫

号码直接与对端 SIP 用户建立连接并通信。 

1.7  协议规范 

与 DHCP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2131：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 RFC 2132：DHCP Options and BOOTP Vendor Extensions 

• RFC 1542：Clarifications and Extensions for the Bootstrap Protocol 

• RFC 3046：DHCP Relay Agent Information Option 

• RFC 3442：The Classless Static Route Option for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 vers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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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HCP服务器 

2.1  DHCP服务器简介 

DHCP 服务器通过地址池保存 IP 地址和网络参数，从地址池中选择 IP 地址和网络参数分配给客户

端。 

2.1.1  地址池的地址管理方式 

地址池的地址管理方式有以下几种：静态绑定 IP 地址，即通过将客户端的 MAC 地址或客户端 ID
与 IP 地址绑定的方式，实现为特定的客户端分配特定的 IP 地址；动态选择 IP 地址，即在地址池中

指定可供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当收到客户端的 IP 地址申请时，从该地址范围中动态选择 IP 地址，

分配给该客户端。 

在地址池中指定可供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有以下几种方法： 

1. 为地址池指定一个主网段，并将该网段划分为多个地址范围。 

多个地址范围是指一个地址池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公共地址范围）和多个为 DHCP 用户类分

配的 IP 地址范围。 

DHCP服务器通过定义DHCP用户类，实现为满足特定条件的客户端分配特定地址范围的 IP地址。

DHCP 服务器根据客户端发送的请求报文，判断 DHCP 客户端所属的用户类。每个用户类可以配置

多个匹配条件，只要客户端发送的 DHCP 请求报文满足任意一个匹配条件，就认为该客户端属于该

用户类。在地址池下，可以为不同的用户类指定不同的地址范围。如果 DHCP 客户端属于某个用户

类，则从该用户类的地址范围内选择地址分配给该客户端。 

采用这种地址管理方式时，地址选择过程为： 

(1) 按照地址池下用户类地址范围的配置顺序，将 DHCP 客户端和用户类进行匹配。 

(2) 如果 DHCP 客户端属于某个用户类，则从该用户类的地址范围中选择地址分配给客户端。 

(3) 如果该用户类中没有可供分配的地址，则继续匹配下一个用户类。如果所有匹配上的用户类

地址范围都没有可供分配的地址，则从公共地址范围中选择地址分配给客户端。 

(4) 如果 DHCP 客户端不属于任何一个 DHCP 用户类，则会从地址池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通

过 address range 命令配置）中选择地址分配给 DHCP 客户端。 

(5) 如果动态分配的 IP地址范围内也没有空闲地址，或者未配置动态分配的 IP地址范围，则地址

分配失败，即 DHCP 服务器无法为 DHCP 客户端分配地址。 

 

每个地址范围内的地址都必须属于指定的主网段，否则无法分配该范围内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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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地址池指定一个主网段，并指定多个从网段。 

采用此种地址分配方式时，地址选择的过程是：首先从地址池主网段中查找可供分配的 IP 地址。

如果主网段中没有可供分配的 IP 地址，则按照该地址池下从网段的配置顺序，依次查找可供分配

的 IP 地址。 

2.1.2  地址池的选取原则 

DHCP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时，按照如下顺序选择地址池： 

(1) 如果存在将客户端 MAC 地址或客户端 ID 与 IP 地址静态绑定的地址池，则选择该地址池，并

将静态绑定的 IP 地址和其他网络参数分配给客户端。 

(2) 如果接收到 DHCP 请求报文的接口引用了某个地址池，则选择该地址池，从该地址池中选取

IP 地址和其他网络参数分配给客户端。 

(3) 如果配置了 DHCP 策略，则 DHCP 客户端匹配某个 DHCP 用户类时，DHCP 服务器选择与

该 DHCP 用户类关联的 DHCP 地址池；DHCP 客户端未匹配到 DHCP 用户类时，若配置了

默认 DHCP 地址池，则选择该 DHCP 地址池；若未配置默认 DHCP 地址池或 DHCP 默认地

址池不存在可供分配的 IP 地址时，IP 地址或其他参数分配失败。 

(4) 如果上述条件均不满足，则使用以下方法选择 DHCP 地址池： 

 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在同一网段，则将 DHCP 请求报文接收接口的 IP 地址与所有地址池

配置的主网段进行匹配，并选择 长匹配的主网段所对应的地址池。如果未匹配到主网段，

则将 DHCP 请求报文接收接口的 IP 地址与所有地址池配置的从网段进行匹配，并选择

长匹配的网段所对应的地址池。 

 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不在同一网段，即客户端通过 DHCP 中继获取 IP 地址，则将 DHCP
请求报文中 giaddr 字段指定的 IP 地址与所有地址池配置的主网段进行匹配，并选择 长

匹配的网段所对应的地址池。如果未匹配到主网段，则将 DHCP 请求报文中 giaddr 字段指

定的 IP 地址与所有地址池配置的从网段进行匹配，并选择 长匹配的网段所对应的地址池。 

例如，DHCP 服务器上配置了两个地址池，动态分配的网段分别是 1.1.1.0/24 和 1.1.1.0/25，如果

接收 DHCP 请求报文的接口 IP 地址为 1.1.1.1/25，且未引用地址池，服务器将从 1.1.1.0/25 地址池

中选择 IP 地址分配给客户端，1.1.1.0/25 地址池中如果没有可供分配的 IP 地址，则服务器无法为

客户端分配地址；如果接收 DHCP 请求报文的接口 IP 地址为 1.1.1.130/25，服务器将从 1.1.1.0/24
地址池中选择 IP 地址分配给客户端。 

 

配置地址池动态分配的网段和 IP 地址范围时，请尽量保证其与 DHCP 服务器接口或 DHCP 中继接

口地址的网段一致，以免分配错误的 IP 地址。 

建议合理规划 DHCP 服务器上各地址池中主网段的配置，尽量避免客户端匹配不到主网段、直接匹

配从网段的情况发生。 

 

2.1.3  DHCP服务器分配IP地址的优先次序 

DHCP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的优先次序如下： 

(1) 与客户端 MAC 地址或客户端 ID 静态绑定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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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HCP 服务器记录的曾经分配给客户端的 IP 地址。 

(3) 客户端发送的 DHCP-DISCOVER 报文中 Option 50 字段指定的 IP 地址。Option 50 为客户端

请求的 IP 地址选项（Requested IP Address），客户端通过在 DHCP-DISCOVER 报文中添

加该选项来指明客户端希望获取的 IP 地址。该选项的内容由客户端决定。 

(4) 按照“2.1.1  地址池的地址管理方式”和“2.1.2  地址池的选取原则”中所述的动态分配地址

选择原则，顺序查找可供分配的IP地址，选择 先找到的IP地址。 

(5) 如果未找到可用的 IP 地址，则从当前匹配地址池中依次查询租约过期、曾经发生过冲突的 IP
地址，如果找到则进行分配，否则将不予处理。 

 

如果客户端所在的网段发生变化，服务器不会为客户端分配曾经分配给它的 IP 地址，而是从匹配

新网段的地址池中重新选择 IP 地址。 

使用曾经发生过冲突的 IP 地址时，只有冲突状态超过一小时的 IP 地址才能够被服务器分配给新的

DHCP 客户端。 

 

2.2  DHCP服务器配置任务简介 

DHCP 服务器配置任务如下： 

(1) （可选）创建DHCP用户类 

(2) 配置DHCP服务器的地址池 

(3) （可选）修改 DHCP 服务器的地址池选择方式 

 配置接口引用地址池 

 配置DHCP策略动态分配地址和其他参数 

(4) 开启DHCP服务 

(5) 配置接口工作在DHCP服务器模式 

(6) （可选）配置高级功能 

 配置IP地址冲突检测功能 

 配置Option 82 的处理方式 

 配置DHCP服务器安全功能 

 配置DHCP服务器兼容性 

 配置DHCP服务器发送DHCP报文的DSCP优先级 

 配置DHCP服务器租约固化功能 

 开启DHCP服务器的用户下线探测功能 

(7) （可选）配置告警及日志功能 

 配置DHCP告警功能 

 开启DHCP服务器日志信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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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创建DHCP用户类 

1. 功能简介 

DHCP 用户类通过 DHCP 请求报文中的硬件地址、Option 信息或 Giaddr 字段来匹配一组特定的

DHCP 客户端，以实现为特定的 DHCP 客户端分配特定的 IP 地址和其他参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DHCP 用户类，并进入 DHCP 用户类视图。 
dhcp class class-name 

(3) 配置 DHCP 用户类的匹配规则。 
if-match rule rule-number { hardware-address hardware-address mask 
hardware-address-mask | option option-code [ ascii ascii-string [ offset 
offset | partial ] | hex hex-string [ mask mask | offset offset length 
length | partial ] ] | relay-agent gateway-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 用户类的匹配规则。 

2.4  配置DHCP服务器的地址池 

2.4.1  DHCP服务器地址池配置任务简介 

DHCP 服务器地址池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DHCP地址池 

(2) 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地址 

同一个地址池中不能同时配置两种动态地址管理方式，但可以同时配置动态地址管理方式和

静态地址绑定。 

 配置一个主网段多个地址范围的动态地址管理方式 

 配置一个主网段多个从网段的动态地址管理方式 

 配置静态地址绑定 

(3) 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其他参数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网关地址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域名后缀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DNS服务器地址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WINS服务器地址和NetBIOS节点类型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BIMS服务器信息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远程启动文件信息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下一个提供服务的服务器IP地址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Option 184 参数 

 自定义DHCP选项 

(4) （可选）配置DHCP用户类白名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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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创建DHCP地址池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DHCP 地址池，并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2.4.3  配置一个主网段多个地址范围的动态地址管理方式 

1. 功能简介 

在某些组网应用中，需要将一个网段下的不同客户端，按照一定的规则划分到不同的地址范围中。

此时，可以按照客户端划分规则创建对应的 DHCP 用户类，并在地址池内为不同的用户类配置不同

的地址范围，从而实现为特定的客户端分配特定范围的地址。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配置一个公共

地址范围，为不匹配任何用户类的客户端分配给该范围的地址。如果不配置公共地址范围，则不匹

配任何用户类的客户端将无法获取到 IP 地址。 

如果不需要对客户端进行分类，而仅需要限制网段内可分配的动态地址范围，则可以只配置公共地

址范围，而不配置用户类的地址范围。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为客户端分配的 IP 地址时，需要注意： 

• 在同一个 DHCP 地址池中，如果多次执行 network 或 address range 命令，新的配置会

覆盖已有配置；如果多次执行 class命令，则可以为多个用户类指定不同的地址范围；多次

执行 forbidden-ip 命令，可以配置多个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 在 DHCP 地址池视图下通过 forbidden-ip 命令配置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后，只有当

前的地址池不能分配这些 IP 地址，其他地址池仍然可以分配这些 IP 地址；通过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命令指定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后，所有地址池都不能分配这

些 IP 地址。 

• 当用户配置 class range 命令修改已存在的为 DHCP 用户类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且新

的 IP 地址范围包括之前 IP 地址范围中已分配的地址租约时，如果 DHCP 服务器收到该地址

租约的续约需求，DHCP 服务器会给该 DHCP 客户端分配新的 IP 地址租约，已分配的地址租

约会继续老化等待超期释放。如果需要已分配的地址租约立即释放，则需配置 reset dhcp 

server ip-in-use 命令进行清除地址租约操作。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 DHCP 地址池动态分配的主网段。 
network network-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mask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主网段。 

(4) （可选）配置地址池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即公共地址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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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range start-ip-address end-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 

(5) （可选）配置 DHCP 地址池为指定 DHCP 用户类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 
class class-name range start-ip-address end-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为指定 DHCP 用户类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范围。 

class 命令中指定的 DHCP 用户类，必须通过 dhcp class 命令创建。否则，无法为该用

户类分配指定范围的地址。 

(6) （可选）配置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的租约有效期限。 
expired { day day [ hour hour [ minute minute [ second second ] ] ] | 
unlimited } 

缺省情况下，IP 地址租约有效期限为 1 天。 

(7) （可选）配置 DHCP 地址池中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forbidden-ip ip-address&<1-8> 

缺省情况下，DHCP 地址池中的所有 IP 地址都参与自动分配。 

(8) （可选）在系统视图配置全局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a.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b. 配置全局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start-ip-address [ end-ip-address ] 

缺省情况下，除 DHCP 服务器接口的 IP 地址外，DHCP 地址池中的所有 IP 地址都参与自

动分配。 

2.4.4  配置一个主网段多个从网段的动态地址管理方式 

1. 功能简介 

在配置了一个主网段和多个从网段的地址池中，从网段的作用是对主网段地址空间的补充。当主网

段中没有空闲地址分配给客户端时，服务器会从该地址池中的从网段获取地址分配给客户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 DHCP 地址池视图下通过 forbidden-ip 命令配置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后，只有当前的

地址池不能分配这些 IP 地址，其他地址池仍然可以分配这些 IP 地址；通过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命令指定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后，所有地址池都不能分配这些 IP 地址。 

3. 在地址池中配置一个主网段和多个从网段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 DHCP 地址池动态分配的主网段。 
network network-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mask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主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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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DHCP 地址池中只能配置一个主网段，如果多次执行 network 命令配置主网段，则新

的配置会覆盖已有配置。 

(4) （可选）配置 DHCP 地址池动态分配的从网段。 
network network-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mask ] secondary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从网段。 

每个 DHCP 地址池中， 多可以配置 32 个从网段。 

(5) （可选）退回地址池视图。 
quit 

4. 在地址池中配置动态分配的IP地址的租约有效期限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动态分配的 IP 地址的租约有效期限。 
expired { day day [ hour hour [ minute minute [ second second ] ] ] | 
unlimited } 

缺省情况下，IP 地址租约有效期限为 1 天。 

5. 配置不参与自动分配的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 DHCP 地址池中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forbidden-ip ip-address&<1-8> 

缺省情况下，DHCP 地址池中的所有 IP 地址都参与自动分配。 

多次执行 forbidden-ip 命令，可以配置多个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段。 

(4) （可选）在系统视图下配置全局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a.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b. 配置全局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start-ip-address [ end-ip-address ] 

缺省情况下，除 DHCP 服务器接口的 IP 地址外，DHCP 地址池中的所有 IP 地址都参与自

动分配。 

多次执行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命令，可以配置多个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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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配置静态地址绑定 

1. 功能简介 

某些客户端（如 Web 服务器等）需要固定的 IP 地址，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可以实现为特定的客户端

分配特定的 IP 地址： 

• 将客户端的硬件地址与 IP 地址绑定：当具有此 MAC 地址的客户端申请 IP 地址时，DHCP 服

务器将根据客户端的 MAC 地址查找到对应的 IP 地址，并分配给客户端。 

• 将客户端 ID 与 IP 地址绑定：某些客户端在向 DHCP 服务器发送 DHCP-DISCOVER 报文申

请 IP 地址时，会构建客户端 ID 并添加到报文中一起发送。如果在 DHCP 服务器上将客户端

ID 与 IP 地址绑定，则当该客户端申请 IP 地址时，DHCP 服务器将根据客户端 ID 查找到对应

的 IP 地址并分配给客户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静态绑定的 IP 地址不能是 DHCP 服务器的接口 IP 地址，否则会导致 IP 地址冲突，被绑定的

客户端将无法正常获取到 IP 地址。 

• 如果作为 DHCP 客户端的设备，接口的 MAC 地址相同，则为了区分不同接口，采用静态绑

定方式进行地址分配时，需要在服务器上配置静态绑定的客户端 ID，而不能配置静态绑定的

客户端 MAC 地址，否则可能导致客户端无法成功获取 IP 地址。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静态地址绑定。 
static-bind ip-address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mask ] 
{ client-identifier client-identifier | hardware-address 
hardware-address [ ethernet | token-ring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地址绑定。 

同一地址只能绑定给一个客户端。不允许通过重复执行 static-bind ip-address 命令的

方式修改 IP 地址与客户端的绑定关系。只有删除了某个地址的绑定关系，才能将该地址与其

他客户端绑定。 

(4) （可选）配置静态绑定 IP 地址的租约有效期限。 
expired { day day [ hour hour [ minute minute [ second second ] ] ] | 
unlimited } 

缺省情况下，IP 地址租约有效期限为 1 天。 

2.4.6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网关地址 

1. 功能简介 

DHCP 客户端访问本网段以外的服务器或主机时，数据必须通过网关进行转发。DHCP 服务器可以

为客户端指定网关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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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在 DHCP 服务器上，可以为每个地址池分别指定客户端对应的网关地址。目前，每个 DHCP
地址池视图下、每个从网段视图下 多可以配置 64 个网关地址。 

• DHCP 地址池视图下执行 gateway-list 命令，配置的是为地址池中所有 DHCP 客户端分

配的网关地址。如果用户需要为地址池下某个从网段的 DHCP 客户端分配其它的网关地址，

可以在地址池的从网段视图下执行 gateway-list 命令。如果在地址池视图和从网段视图下

都配置了网关地址，则优先将从网段视图下配置的网关地址分配给从网段的 DHCP 客户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网关地址。 
gateway-list ip-address&<1-64>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网关地址。 

(4) （可选）在从网段视图中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网关地址。 

a. 进入从网段视图。 
network network-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mask ] secondary 

b. 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网关地址。 
gateway-list ip-address&<1-64>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网关地址。 

2.4.7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域名后缀 

1. 功能简介 

在 DHCP 服务器上，可以为每个地址池指定客户端使用的域名后缀。 

在客户端进行域名解析时，用户只需要输入域名的部分字段，客户端会自动将输入的域名加上从

DHCP 服务器获得的域名后缀进行解析。有关域名后缀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

置指导”中的“域名解析”。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域名后缀。 
domain-name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域名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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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DNS服务器地址 

1. 功能简介 

为了使 DHCP 客户端能够通过域名访问 Internet 上的主机，DHCP 服务器应在为客户端指定 DNS
（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服务器地址。目前，每个 DHCP 地址池视图下 多可以配置

8 个 DNS 服务器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 DNS 服务器地址。 
dns-list ip-address&<1-8>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 DNS 服务器地址。 

2.4.9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WINS服务器地址和NetBIOS节点类型 

1. 功能简介 

对于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客户端，由 WINS（Windows Internet Naming Service，
Windows Internet名称服务）服务器为通过NetBIOS协议通信的主机提供主机名到 IP地址的解析。

所以，大部分 Windows 网络客户端需要进行 WINS 的设置。 

为了使 DHCP 客户端实现主机名到 IP 地址的解析，DHCP 服务器应该为客户端指定 WINS 服务器

地址。 

DHCP 客户端在网络上使用 NetBIOS 协议通信时，需要在主机名和 IP 地址之间建立映射关系。根

据获取映射关系方式的不同，NetBIOS 节点分为四种： 

• b 类节点（b-node）：“b”代表广播（broadcast），即此类节点采用广播方式获取映射关系。

源节点通过发送带有目的节点主机名的广播报文来获取目的节点的 IP 地址，目的节点收到广

播报文后，就将自己的 IP 地址返回给源节点。 

• p 类节点（p-node）：“p”代表端到端（peer-to-peer），即此类节点采用发送单播报文与 WINS
服务器通信的方式获取映射关系。源节点给 WINS 服务器发送单播报文，WINS 服务器收到单

播报文后，返回源节点请求的目的节点名所对应的 IP 地址。 

• m 类节点（m-node）：“m”代表混合（mixed），是具有部分广播特性的 p 类节点。即此类节

点首先发送广播报文来获取映射关系，如果没有获取到，则再发送单播报文与 WINS 服务器

通信来获取映射关系。 

• h 类节点（h-node）：“h”代表混合（hybrid），是具备“端到端”通信机制的 b 类节点。即此

类节点首先发送单播报文与 WINS 服务器通信来获取映射关系，如果没有获取到，再发送广

播报文来获取映射关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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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 WINS 服务器地址。 
nbns-list ip-address&<1-8>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 WINS 服务器地址。 

对于 b 类节点，为可选；其他情况下，为必选。每个 DHCP 地址池视图下 多可以配置 8 个

WINS 服务器地址。 

(4) 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 NetBIOS 节点类型。 
netbios-type { b-node | h-node | m-node | p-nod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 NetBIOS 节点类型。 

2.4.10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BIMS服务器信息 

1. 功能简介 

为了使 DHCP 客户端通过 BIMS（Branch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分支网点智能管理系

统）服务器进行软件的备份和升级等操作，DHCP 服务器需要将 BIM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端口号以

及加密的共享密钥等信息发给 DHCP 客户端。之后，DHCP 客户端就可以定期向 BIMS 服务器发送

连接请求，从 BIMS 服务器上获取配置文件，进行软件的备份和升级等操作。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 BIM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端口及共享密钥信息。 
bims-server ip ip-address [ port port-number ] share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 BIMS 服务器信息。 

2.4.11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远程启动文件信息 

1. 功能简介 

服务器自动配置功能在空配置启动的设备上不需要进行任何配置，但需要在 DHCP 服务器上配置一

些必需的参数，包括 TFTP 服务器地址、TFTP 服务器名和启动文件名或远程启动文件的 HTTP 形

式 URL 等。 

2.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TFTP服务器地址及启动文件名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 TFTP 服务器信息。请选择其中至少一项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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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 TFTP 服务器地址。 

tftp-server ip-address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 TFTP 服务器地址。 

 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 TFTP 服务器名。 
tftp-server domain-name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 TFTP 服务器名。 

(4) 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启动文件名。 
bootfile-name bootfile-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启动文件名。 

3.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远程启动文件的HTTP形式URL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远程启动文件的 HTTP 形式 URL。 
bootfile-name url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 客户端使用的远程启动文件的 HTTP 形式 URL。 

2.4.12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下一个提供服务的服务器IP地址 

1. 功能简介 

设备在启动后，可能需要访问某些服务器获取设备运行需要的信息，例如从 TFTP 服务器上获取配

置文件。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 DHCP 服务器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下一个提供服务的服务器 IP 地

址，以便客户端启动后访问该服务器，获取必要的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 DHCP 地址池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下一个提供服务的服务器 IP 地址。 
next-server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DHCP地址池为DHCP客户端分配的下一个提供服务的服务器 IP地址。 

2.4.13  配置DHCP客户端使用的Option 184 参数 

1. 功能简介 

为了使具有语音功能的DHCP客户端能够在通过DHCP获取IP地址的同时，获取到语音呼叫所需的

相关信息，需要在DHCP服务器上配置Option 184。Option 184 内容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1.6.3  Option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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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网络呼叫处理器的地址。 
voice-config ncp-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网络呼叫处理器的地址。 

只有配置了网络呼叫处理器的地址，其他配置才能生效。 

(4) （可选）配置备用服务器的地址。 
voice-config as-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备用服务器的地址。 

(5) （可选）配置语音 VLAN。 
voice-config voice-vlan vlan-id { disable | enabl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语音 VLAN。 

(6) （可选）配置自动故障转移呼叫路由。 
voice-config fail-over ip-address dialer-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自动故障转移呼叫路由。 

2.4.14  自定义DHCP选项 

1. 自定义DHCP选项应用场景 

本配置为 DHCP 服务器提供了灵活的选项配置方式，使得 DHCP 服务器可以为 DHCP 客户端提供

更加丰富的选项内容。在以下情况下，可以使用本命令自定义 DHCP 选项： 

• 随着 DHCP 的不断发展，新的 DHCP 选项会陆续出现。通过自定义 DHCP 选项，可以方便地

添加新的 DHCP 选项。 

• 有些选项的内容，RFC 中没有统一规定。厂商可以根据需要定义选项的内容，如 Option 43。
通过自定义 DHCP 选项，可以为 DHCP 客户端提供厂商指定的信息。 

• 设备上只提供了有限的选项配置命令（如 gateway-list、dns-list 命令），对于没有专

门命令来配置的 DHCP 选项，可以通过 option 命令配置选项内容。例如，可以通过 option 

4 ip-address 1.1.1.1 命令指定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时间服务器地址为 1.1.1.1。 

• 扩展已有的 DHCP 选项。当前已提供的方式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时（比如通过 dns-list 命令

多只能配置 8 个 DNS 服务器地址，如果用户需要配置的 DNS 服务器地址数目大于 8，则

该命令无法满足需求），可以通过自定义 DHCP 选项的方式进行扩展。 

2. 常用Option选项 

表 2-1 中列出了常用的DHCP选项名称、对应的配置命令和推荐的Option命令参数信息。 

表2-1 常用 Option 选项信息 

选项编号 选项名称 对应的配置命令 推荐的 option 命令参数 

3 Router Option gateway-list ip-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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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编号 选项名称 对应的配置命令 推荐的 option 命令参数 

6 Domain Name Server Option dns-list ip-address 

15 Domain Name domain-name ascii 

44 NetBIOS over TCP/IP Name 
Server Option 

nbns-list ip-address 

46 NetBIOS over TCP/IP Node 
Type Option netbios-type hex 

66 TFTP server name tftp-server ascii 

67 Bootfile name bootfile-name ascii 

43 Vendor Specific Information - hex 

 

3.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自定义 DHCP 选项时，取值的获取比较复杂，配置错误可能会对 DHCP 的工作过程造成影响，

请谨慎使用该功能。 

• 用户可在 DHCP 地址池中自定义选项信息。 

• 用户可在 DHCP 选项组中自定义选项信息，并在 DHCP 地址池中配置 DHCP 用户类和 DHCP
选项组关联，为 DHCP 客户端分配选项信息。 

4. 自定义DHCP地址池选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自定义 DHCP 地址池选项。 
option code { ascii ascii-string | hex hex-string | ip-address 
ip-address&<1-8> } 

缺省情况下，未自定义 DHCP 地址池选项。 

DHCP 服务器在应答 DHCP 客户端报文时，如果 DHCP 选项组的选项编号和 DHCP 地址池

选项编号相同且匹配用户类时，以 DHCP 选项组的选项为准。 

5. 自定义DHCP选项组选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DHCP 选项组，并进入 DHCP 选项组视图。 
dhcp option-group option-group-number 

(3) 自定义 DHCP 选项组选项。 
option code { ascii ascii-string | hex hex-string | ip-address 
ip-address&<1-8> }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 DHCP 选项组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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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 服务器在应答客户端报文时，如果多个 DHCP 选项组的选项编号相同时，以 先匹配

的 DHCP 用户类对应的 DHCP 选项组的选项为准。 

(4) 返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6) 配置 DHCP 用户类与 DHCP 选项组的关联。 
class class-name option-group option-group-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指定 DHCP 用户类与 DHCP 选项组的关联。 

2.4.15  配置DHCP用户类白名单功能 

1. 功能简介 

配置 DHCP 用户类白名单功能，DHCP 服务器只有收到属于用户类白名单的 DHCP 客户端发送的

请求报文，才会进行处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 DHCP 客户端请求的是静态绑定租约，则 DHCP 服务器不进行白名单检查直接进行处理。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开启 DHCP 用户类白名单功能。 
verify class 

缺省情况下，DHCP 用户类白名单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配置 DHCP 用户类白名单包括的用户类名。 
valid class class-name&<1-8>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 用户类白名单包括的用户类名。 

2.5  配置接口引用地址池 

1. 功能简介 

创建地址池，并在接口引用该地址池后，接口接收到 DHCP 请求，将优先为客户端分配静态绑定的

IP 地址；如果不存在静态绑定的 IP 地址，则从引用的地址池中选择 IP 地址分配给客户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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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接口引用地址池。 
dhcp server apply ip-pool pool-name 

缺省情况下，接口未引用地址池。 

如果接口引用的地址池不存在，将导致无法动态分配地址。 

2.6  配置DHCP策略动态分配地址和其他参数 

1. 功能简介 

创建 DHCP 策略，并在接口引用该策略后，该接口接收到 DHCP 请求报文时，则根据配置顺序逐

个匹配 DHCP 策略中通过 class ip-pool 命令指定的 DHCP 用户类。匹配情况如下： 

• 若匹配 DHCP 用户类成功，当该 DHCP 用户类关联的 DHCP 地址池中存在可供分配的地址信

息时，则从该 DHCP 地址池中分配 IP 地址和其他参数；当该 DHCP 用户类关联的 DHCP 地

址池中不存在可供分配的地址信息时，IP 地址和其他参数分配失败。 

• 若匹配 DHCP 策略中的所有 DHCP 用户类失败，当配置了默认 DHCP 地址池时，则从该地址

池中分配 IP 地址和其他参数；当未配置默认 DHCP 地址池或默认 DHCP 地址池中不存在可

供分配的地址信息时，IP 地址和其他参数分配失败。 

若接收 DHCP请求报文的接口引用的 DHCP策略不存在或匹配的 DHCP用户类关联的 DHCP地址

池不存在时，IP 地址和其他参数分配失败。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DHCP 策略需要在接口上引用才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DHCP 策略，并进入 DHCP 策略视图。 
dhcp policy policy-name 

(3) 指定 DHCP 用户类关联的 DHCP 地址池。 
class class-name ip-pool pool-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DHCP 用户类关联的 DHCP 地址池。 

(4) 指定默认 DHCP 地址池。 
default ip-pool pool-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默认 DHCP 地址池。 

(5)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6)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7) 指定接口引用的 DHCP 策略。 
dhcp apply-policy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接口未引用 DHCP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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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开启DHCP服务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开启 DHCP 服务后，其它相关的 DHCP 服务器配置才能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服务。 
dhcp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2.8  配置接口工作在DHCP服务器模式 

1. 功能简介 

配置接口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后，当接口收到 DHCP 客户端发来的 DHCP 报文时，将从 DHCP
服务器的地址池中分配地址等参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dhcp select server 

缺省情况下，接口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2.9  配置IP地址冲突检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为防止 IP 地址重复分配导致地址冲突，DHCP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地址前，需要先对该地址进行

探测。 

DHCP 服务器的地址探测是通过 ping 功能实现的，通过检测是否能在指定时间内得到 ping 响应来

判断是否存在地址冲突。DHCP 服务器发送目的地址为待分配地址的 ICMP 回显请求报文。如果在

指定时间内收到 ICMP 回显响应报文，则认为存在地址冲突。DHCP 服务器从地址池中选择新的 IP
地址，并重复上述操作。如果在指定时间内未收到 ICMP 回显响应报文，则继续发送 ICMP 回显请

求报文，直到发送的 ICMP 回显显示报文数目达到 大值。如果仍然未收到 ICMP 回显响应报文，

则将地址分配给客户端，从而确保客户端获得的 IP 地址唯一。 

DHCP 服务器通过 ping 操作来检测是否发生地址冲突，而 DHCP 客户端则通过发送免费 ARP 报文

检测是否发生地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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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 DHCP 服务器发送 ICMP 回显请求报文的 大数目。 
dhcp server ping packets number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发送 ICMP 回显请求报文的 大数目为 1。 

0 表示 DHCP 服务器将 IP 地址分配给 DHCP 客户端之前，不会通过 ping 操作探测该地址是

否冲突。 

(3) （可选）配置 DHCP 服务器等待 ICMP 回显响应报文的超时时间。 
dhcp server ping timeout milliseconds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等待 ICMP 回显响应报文的超时时间为 500 毫秒。 

0 表示 DHCP 服务器将 IP 地址分配给 DHCP 客户端之前，不会通过 ping 操作探测该地址是

否冲突。 

2.10  配置Option 82的处理方式 

1. 功能简介 

如果配置 DHCP 服务器处理 Option 82，则当 DHCP 服务器收到带有 Option 82 的报文后，会在响

应报文中携带 Option 82，并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等信息。 

如果配置 DHCP 服务器忽略 Option 82，则当 DHCP 服务器收到带有 Option 82 的报文后，不会在

响应报文中携带 Option 82，只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等信息。 

为使Option 82 功能正常使用，需要在DHCP服务器和DHCP中继上都进行相应配置。DHCP中继支

持Option 82 功能的相关配置请参见“3.8  配置DHCP中继支持Option 82 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DHCP 服务器处理 Option 82。 
dhcp server relay inform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处理 Option 82。 

2.11  配置DHCP服务器安全功能 

2.11.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网络中存在DHCP中继，DHCP服务器收到的DHCP请求报文中源MAC地址会被DHCP中继替

换。所以这种组网情况下DHCP服务器安全功能不适用，只能开启DHCP中继的安全功能。关于

DHCP中继的安全功能的介绍，请参见“3.6  配置DHCP中继的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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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配置防止DHCP饿死攻击 

1. 功能简介 

DHCP饿死攻击是指攻击者伪造chaddr字段各不相同的DHCP请求报文，向DHCP服务器申请大量

的IP地址，导致DHCP服务器地址池中的地址耗尽，无法为合法的DHCP客户端分配IP地址，或导

致DHCP服务器消耗过多的系统资源，无法处理正常业务。DHCP报文字段的相关内容请参见

“1.3  DHCP报文格式”。 

如果封装 DHCP 请求报文的数据帧的源 MAC 地址各不相同，则通过 mac-address 
max-mac-count 命令限制端口可以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并配置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达到

大值时，丢弃源 MAC 地址不在 MAC 地址表里的报文，能够避免攻击者申请过多的 IP 地址，在一

定程度上阻止了 DHCP 饿死攻击。此时，不存在 DHCP 饿死攻击的端口下的 DHCP 客户端可以正

常获取 IP 地址，但存在 DHCP 饿死攻击的端口下的 DHCP 客户端仍可能无法获取 IP 地址。 

如果封装 DHCP 请求报文的数据帧的 MAC 地址都相同，则通过 mac-address max-mac-count
命令无法防止 DHCP 饿死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开启 DHCP 服务器的 MAC 地址检查功能。开

启该功能后，DHCP 服务器检查接收到的 DHCP 请求报文中的 chaddr 字段和数据帧的源 MAC 地

址字段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认为该报文合法，进行后续处理；如果不一致，则丢弃该报文。

mac-address max-mac-count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中的“MAC
地址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 服务器源 MAC 检查功能。 
dhcp server check mac-address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的 MAC 地址检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12  配置DHCP服务器兼容性 

当 DHCP 客户端的行为不符合 RFC 协议规定时，为了与之兼容，需要配置 DHCP 服务器兼容性功

能。 

2.12.1  配置DHCP服务器始终以广播方式回复请求报文 

1. 功能简介 

一般情况下，只有 DHCP 请求报文的广播标志位为 1 的时候，DHCP 服务器才会以广播的方式发送

应答报文。如果 DHCP 客户端发送的请求报文中广播标志位为 0，且该客户端不支持接收单播的应

答报文，则可以配置 DHCP 服务器忽略请求报文的广播标志位，始终以广播方式发送应答报文。 

当已经存在 IP 地址的客户端发出请求报文（即报文中 ciaddr 字段不为 0)时，无论是否开启 DHCP
服务器的广播回应报文功能，DHCP 服务器都会以单播形式将回应报文发送给 DHCP 客户端（即目

的地址为 ciaddr）。 



 

2-20 

当请求报文通过 DHCP 中继转发到 DHCP 服务器（即报文中 giaddr 字段不为 0）时，无论是否开

启 DHCP 服务器的广播回应报文功能，DHCP 服务器都会以单播形式将回应报文发送给 DHCP 中

继（即目的地址为 giaddr）。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服务器的广播回应报文功能。 
dhcp server always-broadcast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的广播回应报文功能处于关闭状态。DHCP 服务器根据请求报文

中的广播标志位来决定以广播还是单播的形式发送应答报文。 

2.12.2  配置DHCP服务器忽略BOOTP请求报文 

1. 功能简介 

BOOTP 客户端申请到的地址租约是无限期的。在某些组网环境中，可能不希望出现无限期的地址

租约。此时，可以通过配置 DHCP 服务器忽略 BOOTP 请求报文，避免分配无限期的地址租约。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DHCP 服务器忽略 BOOTP 请求报文。 
dhcp server bootp ignore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不会忽略 BOOTP 请求报文。 

2.12.3  配置DHCP服务器以RFC 1048 规定的格式发送BOOTP应答报文 

1. 功能简介 

有些BOOTP客户端发送的请求报文中，vend字段的格式不符合RFC 1048的要求。对于这种报文，

DHCP 服务器的缺省处理方法是不解析 vend 字段内容，将报文中 vend 字段的内容拷贝到回复报文

中的 vend 字段回应给 BOOTP 客户端。 

开启DHCP服务器的回应RFC 1048格式报文功能后，对于这种格式不符合RFC 1048要求的报文，

DHCP 服务器会将需要回应的选项以符合 RFC 1048 要求的格式，封装到回复报文的 vend 字段，

并回应给 BOOTP 客户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配置只在客户端通过 BOOTP 报文申请静态绑定地址时有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服务器回应 RFC 1048 格式报文功能。 
dhcp server bootp reply-rfc-1048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回应 RFC 1048 格式报文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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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配置DHCP服务器发送DHCP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DHCP
服务器发送的 DHC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DHCP 服务器发送 DHC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dhcp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发送 DHC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56。 

2.14  配置DHCP服务器租约固化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 服务器重启后，设备上记录的租约信息将丢失，会影响 DHCP 服务器的正常业务。 

DHCP 服务器租约固化功能将 DHCP 服务器的在用地址租约和冲突表项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

DHCP 服务器设备重启后，自动根据该文件恢复 DHCP 服务器的租约信息，从而保证 DHCP 服务

器的租约信息不会丢失。 

当 DHCP 服务器设备重启后，自动根据该文件恢复 DHCP 服务器的租约信息，租约恢复的过程中，

DHCP 服务器不能提供 DHCP 业务。所以当恢复过程出现问题导致恢复过程无法结束时，用户可配

置 dhcp server database update stop 命令终止当前的 DHCP 服务器表项恢复操作，以便

DHCP 服务器能及时提供 DHCP 服务。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存储 DHCP 服务器表项的文件名称。 
dhcp server database filename { filename | url url [ username username 
[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存储 DHCP 服务器表项的文件名称。 

执行本命令后，会立即触发一次表项备份。 

(3) （可选）将当前的 DHCP 服务器表项保存到用户指定的文件中。 
dhcp server database update now 

本命令只用来触发一次 DHCP 服务器表项的备份。 

(4) （可选）配置刷新 DHCP 服务器表项存储文件的延迟时间。 
dhcp server database update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若 DHCP 服务器表项不变化，则不刷新存储文件；若 DHCP 服务器表项发生变

化，默认在 300 秒之后刷新存储文件。 

(5) （可选）终止当前的 DHCP 服务器表项恢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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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 server database update stop 

本命令只用来触发一次终止 DHCP 服务器表项信息的恢复。 

2.15  开启DHCP服务器的用户下线探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 服务器的用户下线探测功能以 ARP 表项老化功能为基础，当 ARP 表项老化时认为该表项对

应的用户已下线。 

如果在接口上开启了 DHCP 服务器的用户下线探测功能，则当 ARP 表项老化时，系统会删除该表

项对应用户的地址绑定信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手工删除 ARP 表项，不会触发 DHCP 服务器删除对应用户的地址绑定信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 服务器的用户下线探测功能。 
dhcp client-detect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的用户下线探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16  配置DHCP告警功能 

1. 功能简介 

为了避免地址池地址耗尽，导致用户无法上线，用户可以设置地址池使用率的告警阀值，当地址池

中地址使用率超过阀值时，系统发送告警信息到设备的信息中心，通过设置信息中心的告警信息的

发送参数， 终决定日志报文的输出规则（即是否允许输出以及输出方向），提醒管理员进行地址

池合理规划。有关信息中心参数的配置，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可选）设置地址池使用率告警门限阈值。 
ip-in-use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缺省情况下，地址池使用率告警门限阈值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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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开启DHCP服务器日志信息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 服务器日志可以方便管理员定位问题和解决问题。设备生成 DHCP 日志信息会交给信息中心

模块处理，信息中心模块的配置将决定日志信息的发送规则和发送方向。关于信息中心的详细描述

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比如大量 DHCP 客户端发生上下线操作时，DHCP 服务器会输出大量日志信息，这可能会降低设备

性能，影响 DHCP 服务器分配 IP 地址的速度。为了避免该情况的发生，用户可以关闭 DHCP 服务

器日志信息功能，使得 DHCP 服务器不再输出日志信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服务器日志信息功能。 
dhcp 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18  DHCP服务器显示和维护 

 

DHCP 服务器重启或使用 reset dhcp server ip-in-use 命令清除租约后，DHCP 服务器上

不存在租约信息。此时客户端如果发出续约请求将会被拒绝，客户端需要重新申请 IP 地址。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DHCP 服务器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清除 DHCP 服务器的相关信息。 

表2-2 DHCP 服务器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DHCP的地址冲突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conflict [ ip ip-address ] 

显示DHCP服务器的表项备份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database 

显示租约过期的地址绑定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expired [ ip ip-address | 
pool pool-name ] 

显示DHCP地址池的空闲地址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free-ip [ pool pool-name ] 

显示DHCP地址绑定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 ip ip-address | 
pool pool-name ] 

显示DHCP地址池的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pool [ pool-name ] 

显示DHCP服务器的统计信息 display dhcp server statistics [ pool pool-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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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清除DHCP的地址冲突信息 reset dhcp server conflict [ ip ip-address ] 

清除租约过期的地址绑定信息 reset dhcp server expired [ ip ip-address | pool 
pool-name ] 

清除DHCP的正式绑定和临时绑定信息 reset dhcp server ip-in-use [ ip ip-address | 
pool pool-name ] 

清除DHCP服务器的统计信息 reset dhcp server statistics 

 

2.19  DHCP服务器典型配置举例 

2.19.1  静态绑定地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B 和 Switch C 分别作为 DHCP 客户端和 BOOTP 客户端，从 DHCP 服务器 Switch A 获取

静态绑定的 IP 地址、域名服务器、网关地址等信息。 

其中： 

• Switch B 上 VLAN 接口 2 的客户端 ID 为： 

0030-3030-662e-6532-3030-2e30-3030-322d-4574-6865-726e-6574； 

• Switch C 上 VLAN 接口 2 的 MAC 地址为：000f-e200-01c0。 

2. 组网图 

图2-1 静态绑定地址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0.1.1.1 25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2) 配置 DHCP 服务 

# 创建 DHCP 地址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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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dhcp server ip-pool 0 

# 配置采用静态绑定方式为 Switch B 分配 IP 地址。 
[SwitchA-dhcp-pool-0] static-bind ip-address 10.1.1.5 25 client-identifier 
0030-3030-662e-6532-3030-2e30-3030-322d-4574-6865-726e-6574 

# 配置采用静态绑定方式为 Switch C 分配 IP 地址。 
[SwitchA-dhcp-pool-0] static-bind ip-address 10.1.1.6 25 hardware-address 
000f-e200-01c0 

# 配置域名服务器、网关地址。 
[SwitchA-dhcp-pool-0] dns-list 10.1.1.2 

[SwitchA-dhcp-pool-0] gateway-list 10.1.1.126 

[SwitchA-dhcp-pool-0] quit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A] dhcp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dhcp select server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Switch B 和 Switch C 可以从 DHCP 服务器 Switch A 分别申请到 IP 地址 10.1.1.5 和

10.1.1.6，并获取相关网络配置参数。通过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命令可以查看

DHCP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的 IP 地址。 
[SwitchA]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IP address       Client identifier/    Lease expiration      Type 

                 Hardware address 

10.1.1.5         0030-3030-662e-6532-  Jan 21 14:27:27 2014  Static(C) 

                 3030-2e30-3030-322d- 

                 4574-6865-726e-6574 

10.1.1.6         000f-e200-01c0        Unlimited             Static(C) 

2.19.2  动态分配地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作为 DHCP 服务器的 Switch A 为网段 10.1.1.0/24 中的客户端动态分配 IP 地址，该地址池网

段分为两个子网网段：10.1.1.0/25 和 10.1.1.128/25； 

• Switch A 的两个 VLAN 接口，VLAN 接口 10 和 VLAN 接口 20 的地址分别为 10.1.1.1/25 和

10.1.1.129/25； 

• 10.1.1.0/25 网段内的地址租用期限为 10 天 12 小时，域名后缀为 aabbcc.com，DNS 服务器

地址为 10.1.1.2/25，WINS 服务器地址为 10.1.1.4/25，网关的地址为 10.1.1.126/25； 

• 10.1.1.128/25 网段内的地址租用期限为 5 天，域名后缀为 aabbcc.com，DNS 服务器地址为

10.1.1.2/25，无 WINS 服务器地址，网关的地址为 10.1.1.2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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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2-2 DHCP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端口属于 VLAN 及对应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DHCP 服务 

# 配置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DNS 服务器、WINS 服务器和网关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10.1.1.2 

[SwitchA]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10.1.1.4 

[SwitchA]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10.1.1.126 

[SwitchA]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10.1.1.254 

# 配置 DHCP 地址池 1，用来为 10.1.1.0/25 网段内的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和网络配置参数。 
[SwitchA] dhcp server ip-pool 1 

[SwitchA-dhcp-pool-1] network 10.1.1.0 mask 255.255.255.128 

[SwitchA-dhcp-pool-1] expired day 10 hour 12 

[SwitchA-dhcp-pool-1] domain-name aabbcc.com 

[SwitchA-dhcp-pool-1] dns-list 10.1.1.2 

[SwitchA-dhcp-pool-1] gateway-list 10.1.1.126 

[SwitchA-dhcp-pool-1] nbns-list 10.1.1.4 

[SwitchA-dhcp-pool-1] quit 

# 配置DHCP地址池 2，用来为 10.1.1.128/25网段内的客户端分配 IP地址和网络配置参数。 
[SwitchA] dhcp server ip-pool 2 

[SwitchA-dhcp-pool-2] network 10.1.1.128 mask 255.255.255.128 

[SwitchA-dhcp-pool-2] expired day 5 

[SwitchA-dhcp-pool-2] domain-name aabbcc.com 

[SwitchA-dhcp-pool-2] dns-list 10.1.1.2 

[SwitchA-dhcp-pool-2] gateway-list 10.1.1.254 

[SwitchA-dhcp-pool-2] quit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A] dhcp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10 和 VLAN 接口 20 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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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interface10] dhcp select server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dhcp select server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10.1.1.0/25 和 10.1.1.128/25 网段的客户端可以从 DHCP 服务器 Switch A 申请到相

应网段的 IP 地址和网络配置参数。通过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命令可以查看 DHCP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的 IP 地址。 
[SwitchA]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IP address       Client identifier/    Lease expiration      Type 

                 Hardware address 

10.1.1.3         0031-3865-392e-6262-  Jan 14 22:25:03 2015  Auto(C) 

                 3363-2e30-3230-352d- 

                 4745-302f-30 

10.1.1.5         0031-fe65-4203-7e02-  Jan 14 22:25:03 2015  Auto(C) 

                 3063-5b30-3230-4702- 

                 620e-712f-5e 

10.1.1.130       3030-3030-2e30-3030-  Jan 9 10:45:11 2015   Auto(C) 

                 662e-3030-3033-2d45- 

                 7568-6572-1e 

10.1.1.131       3030-0020-fe02-3020-  Jan 9 10:45:11 2015   Auto(C) 

                 7052-0201-2013-1e02 

                 0201-9068-23 

10.1.1.132       2020-1220-1102-3021-  Jan 9 10:45:11 2015   Auto(C) 

                 7e52-0211-2025-3402 

                 0201-9068-9a 

10.1.1.133       2021-d012-0202-4221-  Jan 9 10:45:11 2015   Auto(C) 

                 8852-0203-2022-55e0 

                 3921-0104-31 

2.19.3  按用户类分配地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 作为 DHCP 中继转发 DHCP 报文。在 Switch A 上配置 DHCP 中继支持 Option 82
功能，使得 Switch A 能够为 DHCP 客户端发送的请求报文添加 Option 82。 

• Switch B 作为 DHCP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如果 Switch B 接收

到的请求报文中带有 Option 82，则为该客户端分配地址范围 10.10.1.2 到 10.10.1.10 内的 IP
地址。如果 Router B 接收到的请求报文匹配硬件地址 aabb-aabb-aab0，硬件地址掩码为

ffff-ffff-fff0，则为该客户端分配地址围 10.10.1.11 到 10.10.1.26 内的 IP 地址。 

• Switch B 为 10.10.1.0/24 网段内的客户端分配的 DNS 服务器地址为 10.10.1.20/24，网关的

地址为 10.10.1.2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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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2-3 按 DHCP 用户类分配地址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HCP server 和 DHCP relay agent 各个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DHCP 服务 

# 创建 DHCP 用户类 tt，设置匹配规则编号为 1，匹配请求报文中带有 Option 82 的客户端。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dhcp class tt 

[SwitchB-dhcp-class-tt] if-match rule 1 option 82 

[SwitchB-dhcp-class-tt] quit 

# 创建DHCP用户类 ss，设置匹配规则编号 1，匹配硬件地址 aabb-aabb-aab0，硬件地址掩

码 ffff-ffff-fff0 的请求报文。 
[SwitchB] dhcp class ss 

[SwitchB-dhcp-class-ss] if-match rule 1 hardware-address aabb-aabb-aab0 mask 
ffff-ffff-fff0 

[SwitchB-dhcp-class-ss] quit 

# 创建 DHCP 地址池 aa，配置地址范围和用户类 tt 的地址范围，配置网关和 DNS 服务器的

地址。 
[SwitchB] dhcp server ip-pool aa 

[SwitchB-dhcp-pool-aa] network 10.10.1.0 mask 255.255.255.0 

[SwitchB-dhcp-pool-aa] address range 10.10.1.2 10.10.1.100 

[SwitchB-dhcp-pool-aa] class tt range 10.10.1.2 10.10.1.10 

[SwitchB-dhcp-pool-aa] class ss range 10.10.1.11 10.10.1.26 

[SwitchB-dhcp-pool-aa] gateway-list 10.10.1.254 

[SwitchB-dhcp-pool-aa] dns-list 10.10.1.20 

[SwitchB-dhcp-pool-aa] quit 

# 开启 DHCP 服务，且配置 DHCP 服务器处理 Option 82 信息。 
[SwitchB] dhcp enable 

[SwitchB] dhcp server relay information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10 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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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Vlan-interface10] dhcp select server 

[SwitchB-Vlan-interface10]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10.10.1.0/24 网段的客户端通过用户类分配方式可以从 DHCP 服务器 Switch B 申请

到相应地址范围的 IP 地址和网络配置参数。通过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命令可以

查看 DHCP 服务器为它分配的 IP 地址。 
[SwitchB]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IP address       Client identifier/    Lease expiration      Type 

                 Hardware address 

10.10.1.2        0031-3865-392e-6262-  Jan 14 22:25:03 2015  Auto(C) 

                 3363-2e30-3230-352d- 

                 4745-302f-30 

10.10.1.11       aabb-aabb-aab1        Jan 14 22:25:03 2015  Auto(C) 

2.19.4  用户类白名单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B 作为 DHCP 服务器只为局域网中匹配硬件地址 aabb-aabb-0000，硬件地址掩码为

ffff-ffff-0000 的 DHCP 客户端动态分配网段为 10.1.1.0/24 的 IP 地址。 

2. 组网图 

图2-4 用户类白名单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HCP 服务器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DHCP 服务 

# 创建 DHCP 用户类 ss，设置匹配规则编号 1，匹配硬件地址为 aabb-aabb-0000，硬件地址

掩码为 ffff-ffff-0000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dhcp class ss 

[SwitchB-dhcp-class-ss] if-match rule 1 hardware-address aabb-aabb-0000 mask 
ffff-ffff-0000 

[SwitchB-dhcp-class-ss] quit 

# 创建DHCP地址池 aa，配置可分配的地址范围为 10.1.1.0/24，开启用户类白名单功能，配

置白名单中包括的用户类为 ss 
[SwitchB] dhcp server ip-pool aa 

[SwitchB-dhcp-pool-aa] network 10.1.1.0 mask 255.255.255.0 

[SwitchB-dhcp-pool-aa] verify class 

[SwitchB-dhcp-pool-aa] valid class ss 

[SwitchB-dhcp-pool-aa]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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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B] dhcp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dhcp select server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匹配地址 aabb-aabb-0000，掩码 ffff-ffff-0000 的客户端可以从 DHCP 服务器 Switch B
申请到地址范围为 10.1.1.0/24 网段的 IP 地址。通过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命令

可以查看 DHCP 服务器分配的 IP 地址。 
[SwitchB]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IP address       Client identifier/    Lease expiration      Type 

                 Hardware address 

10.1.1.2         aabb-aabb-ab01        Jan 14 22:25:03 2015  Auto(C) 

2.19.5  主从网段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作为 DHCP 服务器的 Switch A 为局域网中的客户端动态分配 IP 地址。 

• DHCP 服务器地址池中有两个网段的地址：10.1.1.0/24 和 10.1.2.0/24。当 10.1.1.0/24 网段

没有空闲地址后，DHCP 服务器继续从 10.1.2.0/24 网段中选择 IP 地址分配给客户端。 

• Switch A 为网段 10.1.1.0/24内的客户端分配的网关地址为 10.1.1.254/24；为网段 10.1.2.0/24
内的客户端分配的网关地址为和 10.1.2.254/24。 

2. 组网图 

图2-5 主从网段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 DHCP 地址池 aa，配置主网段地址范围和从网段地址范围，配置网关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dhcp server ip-pool aa 

[SwitchA-dhcp-pool-aa] network 10.1.1.0 mask 255.255.255.0 

[SwitchA-dhcp-pool-aa] gateway-list 10.1.1.254 

...

GatewayDHCP client DHCP client DHCP client

Switch A
DHCP server

Vlan-int10
10.1.1.1/24
10.1.2.1/24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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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dhcp-pool-aa] network 10.1.2.0 mask 255.255.255.0 secondary 

[SwitchA-dhcp-pool-aa-secondary] gateway-list 10.1.2.254 

[SwitchA-dhcp-pool-aa-secondary] quit 

[SwitchA-dhcp-pool-aa] quit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A] dhcp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10 的主从 IP 地址，并配置该接口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1.1 24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2.1 24 sub 

[SwitchA-Vlan-interface10] dhcp select server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当 DHCP 服务器地址池主网段中没有空闲地址分配给客户端时，服务器会从该地址池

中的从网段获取地址分配给客户端 IP 地址和网络配置参数。通过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命令可以查看 DHCP 服务器已分配的主从网段 IP 地址。（此处只截取部分显示信息） 
[SwitchA]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IP address       Client identifier/    Lease expiration      Type 

                 Hardware address 

10.1.1.2         0031-3865-392e-6262-  Jan 14 22:25:03 2015  Auto(C) 

                 3363-2e30-3230-352d- 

                 4745-302f-30 

10.1.2.2         3030-3030-2e30-3030-  Jan 14 22:25:03 2015  Auto(C) 

                 662e-3030-3033-2d45- 

                 7568-6572-1e 

2.19.6  自定义DHCP选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HCP 客户端 Switch B 从 DHCP 服务器 Switch A 获取 IP 地址和 PXE 引导服务器地址信息： 

• IP 地址所在网段为 10.1.1.0/24； 

• 匹配硬件地址 aabb-aabb-0000，硬件地址掩码 ffff-ffff-0000 的客户端的 PXE 引导服务器地址

为 2.3.4.5 和 3.3.3.3，其他客户端的 PXE 引导服务器地址为 1.2.3.4 和 2.2.2.2。 

DHCP服务器需要通过自定义DHCP选项的方式配置Option 43 的内容，从而实现为客户端分配PXE
引导服务器地址。Option 43 和PXE服务器地址列表的格式分别如 图 1-5 和 图 1-7。DHCP服务器

上地址池中配置的Option 43 选项内容为 80 0B 00 00 02 01 02 03 04 02 02 02 02，其中 80 为子选

项类型（Sub-option type），0B为子选项长度（Sub-option length），00 00 为PXE服务器类型（PXE 
server type），02为服务器数目（Server number），01 02 03 04 02 02 02 02为服务器的IP地址1.2.3.4
和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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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2-6 自定义 DHCP 选项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DHCP 服务 

# 创建 DHCP 用户类 ss，设置匹配规则编号 1，匹配硬件地址 aabb-aabb-0000，硬件地址掩

码为 ffff-ffff-0000。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dhcp class ss 

[SwitchA-dhcp-class-ss] if-match rule 1 hardware-address aabb-aabb-0000 mask 
ffff-ffff-0000 

[SwitchA-dhcp-class-ss] quit 

# 创建 DHCP 选项组 1，配置选项信息。 
[SwitchA] dhcp option-group 1 

[SwitchA-dhcp-option-group-1] option 43 hex 800B0000020203040503030303 

# 配置 VLAN 接口 2 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dhcp select server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DHCP 地址池 0。 
[SwitchA] dhcp server ip-pool 0 

[SwitchA-dhcp-pool-0] network 10.1.1.0 mask 255.255.255.0 

[SwitchA-dhcp-pool-0] option 43 hex 800B0000020102030402020202 

[SwitchA-dhcp-pool-0] class ss option-group 1 

[SwitchA-dhcp-pool-0] quit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A] dhcp enable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Switch B 可以从 DHCP 服务器 Switch A 获取到 10.1.1.0/24 网段的 IP 地址和 PXE 引

导服务器地址。通过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命令可以查看 DHCP 服务器为客户端

分配的 IP 地址。 
[SwitchA]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IP address       Client identifier/    Lease expiration      Type 

                 Hardware address 

10.1.1.2         aabb-aabb-ab01        Jan 14 22:25:03 2015  Aut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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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DHCP服务器常见故障处理 

2.20.1  DHCP客户端获取到冲突的IP地址 

1. 故障现象 

客户端从 DHCP 服务器动态获得的 IP 地址与其他主机 IP 地址冲突。 

2. 故障分析 

可能是网络上有主机私自配置了 IP 地址，导致冲突。 

3. 故障处理 

(1) 禁用客户端的网卡或断开其网线，从另外一台主机执行 ping 操作，检查网络中是否已经存在

该 IP 地址的主机。 

(2) 如果能够收到 ping 操作的响应消息，则说明该 IP 地址已由用户静态配置。在 DHCP 服务器

上执行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命令，禁止该 IP 地址参与动态地址分配。 

(3) 重新启用客户端的网卡或连接好其网线，在客户端释放并重新获取 IP 地址。以 Windows XP
为例，在 Windows 环境下运行 cmd 进入 DOS 环境，使用 ipconfig /release 命令释放

IP 地址，之后使用 ipconfig /renew 重新获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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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HCP中继 

3.1  DHCP中继简介 

DHCP 客户端和 DHCP 服务器处于不同物理网段时，客户端可以通过 DHCP 中继与 DHCP 服务器

通信，获取 IP 地址及其他配置信息。 

图 3-1 是DHCP中继的典型应用示意图。 

图3-1 DHCP 中继的典型组网应用 

 
 

3.1.2  DHCP中继的基本原理 

通过DHCP中继完成动态配置的过程中，DHCP客户端与DHCP服务器的处理方式与不通过DHCP
中继时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下面只说明DHCP中继的转发过程，报文的具体交互过程请参见

“1.2.2  IP地址获取过程”。 

图3-2 DHCP 中继的工作过程 

 

 

如 图 3-2 所示，DHCP中继的工作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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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 DHCP 中继功能的网络设备收到 DHCP 客户端以广播方式发送的 DHCP-DISCOVER 或

DHCP-REQUEST 报文后，将报文中的 giaddr 字段填充为 DHCP 中继的 IP 地址，并根据配

置将报文单播转发给指定的 DHCP 服务器。 

(2) DHCP 服务器根据 giaddr 字段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等参数，并通过 DHCP 中继将配置信息

转发给客户端，完成对客户端的动态配置。 

3.1.3  DHCP中继支持Option 82 功能 

Option 82 记录了DHCP客户端的位置信息。管理员可以利用该选项定位DHCP客户端，实现根据

Option 82 为客户端分配特定范围的地址、对客户端进行安全和计费等控制。Option 82 的详细介绍

请参见“1.6.2  中继代理信息选项（Option 82）”。 

如果DHCP中继支持Option 82 功能，则当DHCP中继接收到DHCP请求报文后，将根据报文中是否

包含Option 82 以及用户配置的处理策略及填充模式等对报文进行相应的处理，并将处理后的报文

转发给DHCP服务器。具体的处理方式见 表 3-1。 

如果 DHCP 中继收到的应答报文中带有 Option 82，则会将 Option 82 删除后再转发给 DHCP 客户

端。 

表3-1 DHCP 中继支持 Option 82 的处理方式 

收到DHCP请求报

文 处理策略 DHCP 中继对报文的处理 

收到的报文中带有
Option 82 

Drop 丢弃报文 

Keep 保持报文中的Option 82不变并进行转发 

Replace 根据DHCP中继上配置的填充模式、内容、格式等填充Option 82，替换报文

中原有的Option 82并进行转发 

收到的报文中不带

有Option 82 - 根据DHCP中继上配置的填充模式、内容、格式等填充Option 82，添加到报

文中并进行转发 

 

3.1.4  DHCP中继支持MCE 

设备作为 MCE（Multi-VPN-instance Customer Edge，多 VPN 实例用户网络边界设备）时，在设

备上配置 DHCP 中继功能，不仅可以为公网上的 DHCP 服务器和 DHCP 客户端转发 DHCP 报文，

还可以实现为私网内的 DHCP 服务器和 DHCP 客户端转发 DHCP 报文。MCE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MCE 配置指导”中的“MCE”。 

3.2  DHCP中继配置任务简介 

DHCP 中继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DHCP服务 

(2) 配置接口工作在DHCP中继模式 

(3) 指定DHCP服务器的地址 

(4) （可选）配置DHCP中继的安全功能 

(5) （可选）配置通过DHCP中继释放客户端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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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配置DHCP中继支持Option 82 功能 

(7) （可选）配置DHCP中继发送DHCP报文的DSCP优先级 

(8) （可选）配置DHCP中继在DHCP报文中填充的中继地址 

(9) （可选）指定DHCP中继向DHCP服务器转发报文的源地址 

3.3  开启DHCP服务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开启 DHCP 服务后，其它相关的 DHCP 中继配置才能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服务。 
dhcp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3.4  配置接口工作在DHCP中继模式 

1. 功能简介 

配置接口工作在中继模式后，当接口收到 DHCP 客户端发来的 DHCP 报文时，会将报文转发给

DHCP 服务器，由服务器分配地址。 

DHCP 客户端通过 DHCP 中继获取 IP 地址时，DHCP 服务器上需要配置与 DHCP 中继连接 DHCP
客户端的接口 IP 地址所在网段（网络号和掩码）匹配的地址池，否则会导致 DHCP 客户端无法获

得正确的 IP 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工作在 DHCP 中继模式。 
dhcp select relay 

缺省情况下，开启 DHCP 服务后，接口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3.5  指定DHCP服务器的地址 

3.5.1  指定DHCP中继对应的DHCP服务器地址 

1. 功能简介 

为了提高可靠性，可以在一个网络中设置多个 DHCP 服务器。DHCP 中继上配置多个 DHCP 服务

器后，DHCP 中继会将客户端发来的 DHCP 报文转发给所有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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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指定的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不能与 DHCP 中继的接口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否则，可能导致客

户端无法获得 IP 地址。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指定 DHCP 中继对应的 DHCP 服务器地址。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ip-address [ class class-name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DHCP 服务器的地址。 

通过多次执行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命令可以指定多个 DHCP 服务器，一个接口

下 多可以指定 8 个 DHCP 服务器。 

3.5.2  指定中继地址池对应的DHCP服务器地址 

1. 功能简介 

对于某些特定的用户接入方式，基于用户接入位置信息的不同，网络中存在大量不同类型的用户。

为了使相同类型的用户可以从指定的 DHCP 服务器申请 IP 地址等网络参数，IPoE 模块根据用户注

册信息，使不同的用户选择不同的 DHCP 中继地址池，并从中继地址池下配置的 DHCP 服务器获

取 IP 地址等网络参数。 

为了提高可靠性，一个 DHCP 中继地址池下配置多个 DHCP 服务器地址，当 DHCP 客户端匹配该

中继地址池后，DHCP中继会将DHCP客户端发来的DHCP报文转发给该地址池对应所有的DHCP
服务器。 

一台 DHCP 中继的一个接口下可能连接不同类型的用户，当 DHCP 中继转发 DHCP 客户端请求报

文给 DHCP 服务器时，不能再以中继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选择地址池的依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使用 gateway-list 命令指定某个类型用户所在的网段，并将该地址添加到转发给 DHCP 服

务器的报文字段中，为 DHCP 服务器选择地址池提供依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DHCP 中继地址池，并进入中继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指定匹配该地址池的 DHCPv4 客户端所在的网段地址。 
gateway-list ip-address&<1-64>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匹配该地址池的 DHCP 客户端所在的网段地址。 

(4) 指定中继地址池对应的 DHCP 服务器地址。 
remote-server ip-address&<1-8>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中继地址池对应的 DHCP 服务器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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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执行 remote-server 命令一次 多可以指定 8 个 DHCP 服务器的地址信息。 

3.5.3  配置DHCP中继选择DHCP服务器方式 

1. 功能简介 

一般来说，DHCP 中继是向所有 DHCP 服务器转发 DHCP 请求报文（即 polling 方式），且 DHCP
客户端会选择 快收到 DHCP 应答报文。如果用户想指定一台 DHCP 服务器作为主用 DHCP 服务

器，其他 DHCP 服务器只在主用 DHCP 服务器不可用或没有空闲地址时才起作用，就需要 DHCP
中继支持优先选择用户期望的 DHCP 服务器作为主用 DHCP 服务器的功能。 

当 DHCP 中继使用主备方式选择 DHCP 服务器后，会优先向配置的第一个 DHCP 服务器地址转发

DHCP 请求报文。当该 DHCP 服务器确定无法分配 IP 地址时，DHCP 中继将之后的 DHCP 请求报

文向下一个 DHCP 服务器地址转发。如果 DHCP 中继已切换到配置的 后一个 DHCP 服务器地址

且发现该 DHCP 服务器仍不可用，则重新选择第一个配置的 DHCP 服务器地址进入下一个循环。 

主备方式有两种配置方法： 

• 对于普通组网，用户可以在 DHCP中继接口上指定多个 DHCP服务器地址。这样当配置 DHCP
中继主备方式选择 DHCP 服务器时，配置的第一个地址对应的 DHCP 服务器为主用 DHCP
服务器，之后配置的地址对应的 DHCP 服务器为备用 DHCP 服务器。 

• 对于某些用户接入方式，用户必须配置中继地址池，并指定多个 DHCP 服务器地址。这样当

配置 DHCP 中继主备方式选择 DHCP 服务器时，配置的第一个地址对应的 DHCP 服务器为主

用 DHCP 服务器，之后配置的地址对应的 DHCP 服务器为备用 DHCP 服务器。 

此外，本特性还支持配置以下功能： 

• 配置DHCP服务器应答超时切换时间，缺省应答超时切换时间为30秒。当DHCP中继向DHCP
服务器转发 DHCP 请求报文，如果超过配置的应答超时切换时间后还未收到该 DHCP 服务器

的应答报文，则 DHCP 中继认为该 DHCP 服务器已不可用，并切换到下一个 DHCP 服务器。 

• 配置回切主用 DHCP 服务器并指定回切延迟时间，缺省 DHCP 中继是不回切的。当用户在

DHCP 中继配置了回切主用 DHCP 服务器延迟时间且当前生效的不是主用 DHCP 服务器时，

经过该回切延迟时间后，DHCP 服务器会将 DHCP 请求报文转发到主用 DHCP 服务器。如果

主用 DHCP 服务器不可用或没有空闲地址时则重新使用当前生效的 DHCP 服务器；如果主用

DHCP 服务器可用则继续使用主用 DHCP 服务器。 

2. 配置DHCP中继选择DHCP服务器方式（接口视图）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DHCP 中继选择 DHCP 服务器方式。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algorithm { master-backup | polling }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同时向所有 DHCP 服务器转发 DHCP 请求报文（polling 方式）。 

(4) （可选）配置 DHCP 服务器应答超时切换时间。 
dhcp relay dhcp-server timeout time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应答超时切换时间为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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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选）配置回切主用 DHCP 服务器并指定回切延迟时间。 
dhcp relay master-server switch-delay delay-time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不回切到主用 DHCP 服务器。 

3. 配置DHCP中继选择DHCP服务器方式（中继地址池视图）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 地址池视图。 
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 

(3) 配置 DHCP 中继选择 DHCP 服务器方式。 
remote-server algorithm { master-backup | polling }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同时向所有 DHCP 服务器转发 DHCP 请求报文（polling 方式）。 

(4) （可选）配置 DHCP 服务器应答超时切换时间。 
dhcp-server timeout time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器应答超时切换时间为 30 秒。 

(5) （可选）配置回切主用 DHCP 服务器并指定回切延迟时间。 
master-server switch-delay delay-time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不回切到主用 DHCP 服务器。 

3.6  配置DHCP中继的安全功能 

3.6.1  配置DHCP中继用户地址表项记录功能 

1. 功能简介 

为了防止非法主机静态配置一个 IP 地址并访问外部网络，设备支持 DHCP 中继用户地址表项记录

功能。 

开启该功能后，当客户端通过 DHCP 中继从 DHCP 服务器获取到 IP 地址时，DHCP 中继可以自动

记录客户端 IP 地址与硬件地址的绑定关系，生成 DHCP 中继的用户地址表项。 

本功能与其他 IP 地址安全功能（如 ARP 地址检查、授权 ARP 和 IP Source Guard）配合，可以实

现只允许匹配用户地址表项中绑定关系的报文通过 DHCP 中继。从而，保证非法主机不能通过

DHCP 中继与外部网络通信。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同异步串口作为DHCP客户端申请 IP地址时，DHCP中继不会记录该客户端对应的用户地址表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中继的用户地址表项记录功能。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record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用户地址表项记录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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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配置DHCP中继动态用户地址表项定时刷新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 客户端释放动态获取的 IP 地址时，会向 DHCP 服务器单播发送 DHCP-RELEASE 报文，

DHCP 中继不会处理该报文的内容。如果此时 DHCP 中继上记录了该 IP 地址与 MAC 地址的绑定

关系，则会造成 DHCP 中继的用户地址表项无法实时刷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DHCP 中继支持动

态用户地址表项的定时刷新功能。 

DHCP 中继动态用户地址表项定时刷新功能开启时，DHCP 中继每隔指定时间采用客户端获取到的

IP 地址向 DHCP 服务器发送 DHCP-REQUEST 报文： 

• 如果 DHCP 中继接收到 DHCP 服务器响应的 DHCP-ACK 报文或在指定时间内未接收到

DHCP 服务器的响应报文，则表明这个 IP 地址已经可以进行分配，DHCP 中继会删除动态用

户地址表中对应的表项。为了避免地址浪费，DHCP 中继收到 DHCP-ACK 报文后，会发送

DHCP-RELEASE 报文释放申请到的 IP 地址。 

• 如果 DHCP 中继接收到 DHCP 服务器响应的 DHCP-NAK 报文，则表示该 IP 地址的租约仍然

存在，DHCP 中继不会删除该 IP 地址对应的表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中继动态用户地址表项定时刷新功能。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refresh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动态用户地址表项定时刷新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3) （可选）配置 DHCP 中继动态用户地址表项的定时刷新周期。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refresh [ auto | interval interval ] 

缺省情况下，定时刷新周期为 auto，即根据表项的数目自动计算刷新时间间隔。 

3.6.3  配置防止DHCP饿死攻击 

1. 功能简介 

DHCP 饿死攻击是指攻击者伪造 chaddr 字段各不相同的 DHCP 请求报文，向 DHCP 服务器申请大

量的 IP 地址，导致 DHCP 服务器地址池中的地址耗尽，无法为合法的 DHCP 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

或导致 DHCP 服务器消耗过多的系统资源，无法处理正常业务。 

如果封装 DHCP 请求报文的数据帧的源 MAC 地址各不相同，则限制三层接口上可以学习到的 ARP
表项数，或限制二层端口上可以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并配置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达到 大值时，

丢弃源 MAC 地址不在 MAC 地址表里的报文，能够避免攻击者申请过多的 IP 地址，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 DHCP 饿死攻击。 

如果封装 DHCP 请求报文的数据帧的源 MAC 地址都相同，则通过上述方法无法防止 DHCP 饿死攻

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开启 DHCP 中继的 MAC 地址检查功能。开启该功能后，DHCP 中继检查

接收到的 DHCP 请求报文中的 chaddr 字段和数据帧的源 MAC 地址字段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

认为该报文合法，将其转发给 DHCP 服务器；如果不一致，则丢弃该报文。 

因为 DHCP 中继转发 DHCP 报文时会修改报文的源 MAC 地址，所以只能在靠近 DHCP 客户端的

第一跳 DHCP 中继设备上开启 MAC 地址检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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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支持配置 DHCP 中继的 MAC 地址检查表项老化时间，当老化时间到达以后，该表项信息会被

老化掉，DHCP 中继收到该 MAC 地址对应的 DHCP 请求报文后重新进行合法性检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DHCP 中继的 MAC 地址检查表项的老化时间。 
dhcp relay check mac-address aging-time time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的 MAC 地址检查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30 秒。 

如果未通过 dhcp relay check mac-address 命令开启 DHCP 中继的 MAC 地址检查功

能，则本命令的配置不会生效。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 DHCP 中继的 MAC 地址检查功能。 
dhcp relay check mac-address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的 MAC 地址检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6.4  配置DHCP中继支持代理功能 

1. 功能简介 

设备可以通过配置 DHCP 中继支持代理功能，来防止非法用户攻击 DHCP 服务器。 

开启该功能后，DHCP 中继收到 DHCP 服务器的应答报文，会把报文中的 DHCP 服务器地址修改

为中继的接口地址，并转发给 DHCP 客户端。当 DHCP 客户端通过 DHCP 中继从 DHCP 服务器获

取到 IP 地址等网络参数后，DHCP 客户端会把 DHCP 中继当做自己的服务器，来进行后续的 DHCP
功能的报文交互。从而达到了把真正的 DHCP 服务器和 DHCP 客户端隔离开，保护 DHCP 服务器

的目的。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DHCP 中继支持代理功能。 
dhcp select relay proxy 

缺省情况下，开启 DHCP 服务后，接口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3.6.5  配置DHCP中继的用户下线探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 中继的用户下线探测功能以 ARP 表项老化功能为基础，当 ARP 表项老化时认为该表项对应

的用户已经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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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接口上配置了 DHCP 中继的用户下线检测功能，则当 ARP 表项老化时，DHCP 中继认为该

表项对应的用户已经下线，删除对应的用户地址表项，并通过发送 Release 报文通知 DHCP 服务

器删除下线用户的 IP 地址租约。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手工删除 ARP 表项，不会触发 DHCP 中继删除对应的用户地址表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中继的用户地址表项记录功能。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record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用户地址表项记录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用户需要开启 DHCP 中继用户地址表项记录功能，否则用户下线探测功能无法完全生效。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配置接口工作在 DHCP 中继模式。 
dhcp select relay 

缺省情况下，开启 DHCP 服务后，接口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5) 开启 DHCP 中继的用户下线探测功能。 
dhcp client-detect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的用户下线探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7  配置通过DHCP中继释放客户端的IP地址 

1. 功能简介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 DHCP 中继手工释放客户端申请到的 IP 地址。如果 DHCP 中继上存

在客户端 IP 地址对应的动态用户地址表项，则配置通过 DHCP 中继释放该客户端 IP 地址后，DHCP
中继会主动向 DHCP 服务器发送 DHCP-RELEASE 报文。DHCP 服务器收到该报文后，将会释放

指定 IP 地址的租约。DHCP 中继也会删除该动态用户地址表项。 

释放的客户端 IP 地址必须是动态用户地址表项中存在的 IP 地址，否则 DHCP 中继无法释放该 IP
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向 DHCP 服务器请求释放客户端申请到的 IP 地址。 
dhcp relay release ip ip-address 



 

3-10 

3.8  配置DHCP中继支持Option 82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使Option 82 功能正常使用，需要在DHCP服务器和DHCP中继上都进行相应配置。DHCP服务器

的相关配置请参见“2.10  配置Option 82 的处理方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 中继支持 Option 82 功能。 
dhcp relay inform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支持 Option 82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 DHCP 中继对包含 Option 82 的请求报文的处理策略。 
dhcp relay information strategy { drop | keep | replace } 

缺省情况下，处理策略为 replace。 

DHCP 中继对包含 Option 82 请求报文的处理策略为 replace 时，需要配置 Option 82 的填

充模式和填充格式；处理策略为 keep或 drop时，不需要配置 Option 82 的填充模式和填充

格式。 

(5) （可选）配置 Circuit ID 子选项的填充模式和填充格式。 
dhcp relay information circuit-id { bas | string circuit-id | { normal | 
verbose [ node-identifier { mac | sysname | user-defined 
node-identifier } ] [ interface ] } [ format { ascii | hex } ] } 

缺省情况下，Circuit ID 子选项的填充模式为 Normal，填充格式为 hex。 

如果以设备的系统名称（sysname）作为节点标识填充 DHCP 报文的 Option 82，则系统名

称中不能包含空格；否则，DHCP 中继添加或替换 Option 82 失败。 

(6) （可选）配置 Remote ID 子选项的填充模式和填充格式。 
dhcp relay information remote-id { normal [ format { ascii | hex } ] | 
string remote-id | sysname } 

缺省情况下，Remote ID 子选项的填充模式为 Normal；填充格式为 hex。 

3.9  配置DHCP中继发送DHCP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DHCP
中继发送的 DHC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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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DHCP 中继发送 DHC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dhcp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发送的 DHC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56。 

3.10  配置DHCP中继在DHCP报文中填充的中继地址 

3.10.1  手工指定在DHCP报文中填充的中继地址 

1. 功能简介 

当未开启该功能时，DHCP 中继收到 DHCP 客户端的请求报文后，只能将接口的主 IP 地址添加到

报文中，然后转发给 DHCP 服务器。对于某些特定需求，DHCP 中继需要添加指定的地址到报文中，

这时就需要配置此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手工指定在 DHCP 报文中填充的中继地址。 
dhcp relay gateway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填充的中继地址是接口下的主 IP 地址。 

3.10.2  通过smart-relay功能指定DHCP报文中填充的中继地址 

1. 功能简介 

当 DHCP 中继收到 DHCP 客户端发来的请求报文时，会使用中继接口的主 IP 地址填充请求报文的

giaddr 字段，然后转发给 DHCP 服务器，DHCP 服务器根据 giaddr 字段中的地址选择合适的地址

池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当 DHCP 服务器中该网段地址分配完毕后，不管 DHCP 服务器上是否存

在其他网段的地址，都不会再为该 DHCP 中继下的其他 DHCP 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 

DHCP 中继通过 smart-relay 解决上述问题，开启该功能后，DHCP 中继可以使用除中继接口主地

址外的其他 IP 地址来填充 giaddr 字段，从而使 DHCP 客户端可以获取到其他网段的 IP 地址。 

DHCP 中继转发 3 次 DHCP-DISCOVER 报文后，若还未收到 DHCP 服务器的应答报文，DHCP 中

继将使用下一个可用 IP 地址来填充 giaddr 字段。DHCP 中继使用所有配置的 IP 地址填充 giaddr
字段之后，将重新选择第一个配置的 IP 地址进入下一个循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中继支持 smart-relay 功能。 
dhcp smart-relay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支持 smart-relay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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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指定DHCP中继向DHCP服务器转发报文的源地址 

1. 功能简介 

在某些组网中，多个 DHCP 中继接口 IP 地址相同或者中继接口 IP 到服务器没有可达路由，用户需

要配置本命令指定一个 IP 地址或选择中继设备上的另一个接口（一般选择的是 Loopback 口）的 IP
地址填充到发送到 DHCP 服务器的 DHCP 请求报文中的源地址字段和 Giaddr 中。 

当多个 DHCP 中继接口 IP 地址相同时，导致 DHCP 中继转发 DHCP 应答报文时候无法根据目的 IP
地址找到唯一的出接口。配置本功能时需要先开启 DHCP 中继支持 Option 82 功能，DHCP 中继收

到 DHCP 请求报文时在 Option 82 中的子选项 sub-option5 填充正确的子网网段，服务器可以根据

中继填充的 sub-option5 来分配地址，之后 DHCP 中继处理 DHCP 应答报文时通过 MAC 地址表中

的接口信息转发 DHCP 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指定 DHCP 中继向 DHCP 服务器转发报文的源地址。 
dhcp relay source-address { ip-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DHCP 中继向 DHCP 服务器转发报文的源地址为向 DHCP 服务器转发报文出接

口的地址。 

3.12  DHCP中继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DHCP 中继的运行情况，通

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清除 DHCP 中继的统计信息。 

表3-2 DHCP 中继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DHCP中继的MAC地址检查表项 display dhcp relay check mac-address 

显示DHCP中继的用户地址表项信息 
display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显示DHCP中继上的Option 82配置信息 display dhcp relay information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接口上指定的DHCP服务器地址信息 
display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DHCP中继的相关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dhcp relay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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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清除DHCP中继的用户地址表项信息 
reset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清除DHCP中继的相关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dhcp relay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3.13  DHCP中继典型配置举例 

3.13.1  DHCP中继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HCP 客户端所在网段为 10.10.1.0/24，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1/24； 

• 由于 DHCP 客户端和 DHCP 服务器不在同一网段，因此，需要在客户端所在网段设置 DHCP
中继设备，以便客户端可以从 DHCP 服务器申请到 10.10.1.0/24 网段的 IP 地址及相关配置信

息； 

• Switch A 作为 DHCP 中继通过端口（属于 VLAN10）连接到 DHCP 客户端所在的网络，交换

机 VLAN 接口 10 的 IP 地址为 10.10.1.1/24，VLAN 接口 20 的 IP 地址为 10.1.1.2/24。 

2. 组网图 

图3-3 DHCP 中继组网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dhcp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10 工作在 DHCP 中继模式。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dhcp select relay 

# 配置 DHCP 服务器的地址。 
[SwitchA-Vlan-interface10]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10.1.1.1 

Switch B
DHCP server

Switch A
DHCP relay agent

DHCP client DHCP client

DHCP clientDHCP client

Vlan-int20
10.1.1.2/24

Vlan-int10
10.10.1.1/24

Vlan-int20
10.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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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成后，DHCP 客户端可以通过 DHCP 中继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及相关配置信息。通

过 display dhcp relay statistics 命令可以显示 DHCP 中继转发的 DHCP 报文统计信息；

如果在 DHCP 中继上通过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record 命令开启了 DHCP 中

继的用户地址表项记录功能，则可以通过 display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命令

可以显示通过 DHCP 中继获取 IP 地址的客户端信息。 

 

由于 DHCP 中继连接客户端的接口 IP 地址与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不在同一网段，因此需要在

DHCP 服务器上通过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保证两者之间路由可达。 

为了使DHCP客户端能从DHCP服务器获得IP地址，还需要在DHCP服务器上进行一些配置。DHCP
服务器的配置方法，请参见“2.19  DHCP服务器典型配置举例”。 

 

3.13.2  DHCP中继支持Option 82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DHCP 中继 Switch A 上开启 Option 82 功能； 

• 对包含 Option 82 的请求报文的处理策略为 replace； 

• Ciruict ID 填充内容为 company001，Remote ID 填充内容为 device001； 

• Switch A 将添加 Option 82 的 DHCP 请求报文转发给 DHCP 服务器 Switch B，使得 DHCP
客户端可以获取到 IP 地址。 

2. 组网图 

如 图 3-3 所示。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dhcp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10 工作在 DHCP 中继模式。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dhcp select relay 

# 指定 DHCP 服务器的地址。 
[SwitchA-Vlan-interface10]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10.1.1.1 

# 配置 Option 82 的处理策略和填充内容。 
[SwitchA-Vlan-interface10] dhcp relay information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 dhcp relay information strategy replace 

[SwitchA-Vlan-interface10] dhcp relay information circuit-id string company001 

[SwitchA-Vlan-interface10] dhcp relay information remote-id string devic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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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 Option 82 功能正常使用，DHCP 服务器也需要进行相应配置。 

 

3.13.3  DHCP中继选择DHCP服务器方式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HCP 客户端所在网段为 22.22.22.0/24； 

• 由于 DHCP 客户端和 DHCP 服务器不在同一网段，需要在客户端所在网段设置 DHCP 中继，

以便DHCP客户端可以从DHCP服务器申请到22.22.22.0/24网段的 IP地址及相关配置信息； 

• DHCP 中继 Switch A 通过 VLAN 接口 2 连接到 DHCP 客户端所在的网络，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为 22.22.22.1/24，通过 VLAN 接口 3 连接 Switch B，VLAN 接口 3 的 IP 地址为

1.1.1.100/24，通过 VLAN 接口 4 连接 Switch C，VLAN 接口 4 的 IP 地址为 2.2.2.100/24； 

• Switch B 配置了 22.22.22.0 网段的地址池，但未开启 DHCP 服务；Switch C 配置了

22.22.22.0 网段的地址池，也未开启 DHCP 服务。 

2. 组网图 

图3-4 DHCP 中继组网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设备上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DHCP 服务器 Switch B 和 Switch C（略）。 

(3) 配置 DHCP 中继 Switch A。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dhcp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工作在 DHCP 中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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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dhcp select relay 

# 指定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SwitchA-Vlan-interface2]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1.1.1.1 

[SwitchA-Vlan-interface2]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2.2.2.2 

# 指定 DHCP 中继选择 DHCP 服务器方式为主备方式。 
[SwitchA-Vlan-interface2]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algorithm master-backup 

# 配置回切主用 DHCP 服务器并指定回切延迟时间为 3 分钟。 
[SwitchA-Vlan-interface2] dhcp relay master-server switch-delay 3 

4. 验证配置 

# 配置完成后，DHCP 客户端一开始不能申请到 IP 地址，等待大约 30 秒后打印日志信息。 
DHCPR/3/DHCPR_SERVERCHANGE: -MDC=1; 

 Switched to the server at 2.2.2.2 because the current server did not respond. 

# 用户开启 Switch B 的 DHCP 服务。 

# 此时 DHCP 客户端无法申请到 IP 地址，再等待大约 3 分钟后打印日志信息。 
DHCPR/3/DHCPR_SWITCHMASTER: -MDC=1; 

 Switched to the master DHCP server at 1.1.1.1. 

# 此时 DHCP 客户端可以成功申请到 IP 地址。 

3.14  DHCP中继常见故障处理 

3.14.1  DHCP客户端无法通过DHCP中继获取配置信息 

1. 故障现象 

DHCP 客户端无法通过 DHCP 中继获得配置信息。 

2. 故障分析 

DHCP 中继或 DHCP 服务器的配置可能有问题。可以打开调试开关显示调试信息，并通过执行

display 命令显示接口状态信息的方法来分析定位。 

3. 故障处理 

• 检查 DHCP 服务器和 DHCP 中继是否开启了 DHCP 服务。 

• 检查 DHCP 服务器是否配置有 DHCP 客户端所在网段的地址池。 

• 检查具有 DHCP 中继功能的网络设备和 DHCP 服务器是否配置有相互可达的路由。 

• 检查具有 DHCP 中继功能的网络设备是否在连接 DHCP 客户端所在网段的接口上指定了正确

的 DHCP 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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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HCP客户端 

4.1  DHCP客户端简介 

为了方便用户配置和集中管理，可以指定设备的接口作为 DHCP 客户端，使用 DHCP 协议从 DHCP
服务器动态获得 IP 地址等参数。 

4.2  DHCP客户端配置限制和指导 

DHCP 客户端中对于接口的相关配置，目前只能在 VLAN 接口上进行。 

4.3  DHCP客户端配置任务简介 

DHCP 客户端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接口通过DHCP协议获取IP地址 

(2) 配置接口使用的DHCP客户端ID 

DHCP 客户端使用客户端 ID 从 DHCP 服务器获取特定地址时配置。 

(3) （可选）开启地址冲突检查功能 

(4) （可选）配置DHCP客户端发送DHCP报文的DSCP优先级 

4.4  配置接口通过DHCP协议获取IP地址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接口通过 DHCP 协议获取 IP 地址，需要注意： 

• 某些产品上，接口作为 DHCP 客户端多次申请 IP 地址失败后，将停止申请，并为接口配置缺

省 IP 地址。 

• 接口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获得 IP 地址，新的配置方式会覆盖原有的配置方式。 

• 当接口被配置为通过 DHCP 动态获取 IP 地址后，不能再给该接口配置从 IP 地址。 

• 如果 DHCP 服务器为接口分配的 IP 地址与设备上其他接口的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则该接口

不会使用该 IP 地址，且会再向 DHCP 服务器重新申请 IP 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通过 DHCP 协议获取 IP 地址。 
ip address dhcp-alloc 

缺省情况下，接口不通过 DHCP 协议获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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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配置接口使用的DHCP客户端ID 

1. 功能简介 

DHCP 客户端 ID 用来填充 DHCP 报文 Option 61，作为识别 DHCP 客户端的唯一标识。DHCP 服

务器可以根据客户端 ID 为特定的客户端分配特定的 IP 地址。DHCP 客户端 ID 包括类型和取值两

部分，用户可以通过 ASCII 字符串、十六进制数和指定接口的 MAC 地址来指定 DHCP 客户端 ID： 

• 当客户端 ID 的取值为 ASCII 字符串时，对应的类型值为 00； 

• 当客户端 ID 的取值为十六进制数时，对应的类型值为该十六进制数的前两个字符； 

• 当客户端 ID 使用指定接口的 MAC 地址时，对应的类型值为 01。 

DHCP 客户端 ID 类型值可通过命令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或 display dhcp 
client 进行查看。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在指定客户端 ID 时，需要确保不同客户端的客户端 ID 不能相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使用的 DHCP 客户端 ID。 
dhcp client identifier { ascii ascii-string | hex hex-string | mac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根据本接口 MAC 地址生成 DHCP 客户端 ID，如果本接口没有 MAC 地址，则获

取设备第一个以太接口的 MAC 地址生成 DHCP 客户端 ID。 

4.6  开启地址冲突检查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常情况下，DHCP 客户端上开启地址冲突检查功能，通过发送和接收 ARP 报文，对 DHCP 服务

器分配的 IP 地址进行地址冲突检测。 

如果攻击者仿冒地址拥有者进行 ARP 应答，就可以欺骗 DHCP 客户端，导致 DHCP 客户端无法正

常使用分配到的 IP 地址。在网络中存在上述攻击者时，建议在客户端上关闭地址冲突检查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地址冲突检查功能。 
dhcp client dad enable 

缺省情况下，地址冲突检查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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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配置DHCP客户端发送DHCP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DHCP
客户端发送的 DHC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DHCP 客户端发送 DHC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dhcp client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DHCP 客户端发送的 DHC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56。 

4.8  DHCP客户端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DHCP 客户端的信息，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4-1 DHCP 客户端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DHCP客户端的相关信息 display dhcp client [ verbose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4.9  DHCP客户端典型配置举例 

4.9.1  DHCP客户端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B 的端口（属于 VLAN2）接入局域网，VLAN 接口 2 通过 DHCP 协议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DNS 服务器地址和静态路由信息： 

• DHCP 客户端的 IP 地址所在网段为 10.1.1.0/24； 

• DNS 服务器地址为 20.1.1.1； 

• 静态路由信息为到达 20.1.1.0/24 网段的下一跳地址是 10.1.1.2。 

DHCP服务器需要通过自定义选项的方式配置Option 121 的内容，以便为客户端分配静态路由信息。

Option 121 的格式如 图 4-1 所示。其中，目的描述符由子网掩码长度和目的网络地址两部分组成。

在本例中，目的描述符字段取值为 18 14 01 01（十六进制数值，表示子网掩码长度为 24，目的网

络地址为 20.1.1.0）；下一跳地址字段取值为 0A 01 01 02（十六进制数值，表示下一跳地址为

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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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Option 121 选项格式 

 

 

2. 组网图 

图4-2 DHCP 客户端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HCP 服务器 Switch A 

# 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0.1.1.1 24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 
[SwitchA]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10.1.1.2 

# 配置 DHCP 地址池 0，采用动态绑定方式分配 IP 地址。可分配的网段为 10.1.1.0/24，租约

有效期限为10天，DNS服务器地址为20.1.1.1，到达20.1.1.0/24网段的下一跳地址是10.1.1.2。 
[SwitchA] dhcp server ip-pool 0 

[SwitchA-dhcp-pool-0] network 10.1.1.0 mask 255.255.255.0 

[SwitchA-dhcp-pool-0] expired day 10 

[SwitchA-dhcp-pool-0] dns-list 20.1.1.1 

[SwitchA-dhcp-pool-0] option 121 hex 181401010A010102 

[SwitchA-dhcp-pool-0] quit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A] dhcp enable 

(2) 配置 DHCP 客户端 Switch B 

# 配置 VLAN 接口 2 通过 DHCP 动态获取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dhcp-al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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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4. 验证配置 

# 通过 display dhcp client 命令可以查看 Switch B 申请到的 IP 地址和网络配置参数。 
[SwitchB] display dhcp client verbose 

Vlan-interface2 DHCP client information: 

 Current state: BOUND 

 Allocated IP: 10.1.1.3 255.255.255.0 

 Allocated lease: 864000 seconds, T1: 331858 seconds, T2: 756000 seconds 

 Lease from May 21 19:00:29 2012   to   May 31 19:00:29 2012 

 DHCP server: 10.1.1.1 

 Transaction ID: 0xcde72232 

 Classless static routes: 

   Destination: 20.1.1.0, Mask: 255.255.255.0, NextHop: 10.1.1.2 

 DNS servers: 20.1.1.1 

 Client ID type: acsii(type value=00) 

 Client ID value: 000c.29d3.8659-Vlan2 

 Client ID (with type) hex: 0030-3030-632e-3239- 

                            6433-2e38-3635-392d- 

                            4574-6830-2f30-2f32 

 T1 will timeout in 3 days 19 hours 48 minutes 43 seconds 

# 通过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命令可以查看 Switch B 的路由表中添加了到达 20.1.1.0/24
网络的静态路由。 
[SwitchB]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11        Routes : 11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0.1.1.0/24         Direct 0    0            10.1.1.3        Vlan2 

10.1.1.3/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0.1.1.0/24         Static 70   0            10.1.1.2        Vlan2 

10.1.1.255/32       Direct 0    0            10.1.1.3        Vlan2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24.0.0.0/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24.0.0.0/2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55.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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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HCP Snooping 
5.1  DHCP Snooping简介 

DHCP Snooping 是 DHCP 的一种安全特性。 

DHCP Snooping 设备只有位于 DHCP 客户端与 DHCP 服务器之间，或 DHCP 客户端与 DHCP 中

继之间时，DHCP Snooping 功能配置后才能正常工作；设备位于 DHCP 服务器与 DHCP 中继之间

时，DHCP Snooping 功能配置后不能正常工作。 

5.1.1  DHCP Snooping作用 

1. 保证客户端从合法的服务器获取IP地址 

网络中如果存在私自架设的非法 DHCP 服务器，则可能导致 DHCP 客户端获取到错误的 IP 地址和

网络配置参数，从而无法正常通信。为了使 DHCP 客户端能通过合法的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

DHCP Snooping 安全机制允许将端口设置为信任端口和不信任端口： 

• 信任端口正常转发接收到的 DHCP 报文。 

• 不信任端口接收到 DHCP 服务器响应的 DHCP-ACK 和 DHCP-OFFER 报文后，丢弃该报文。 

在 DHCP Snooping 设备上指向 DHCP 服务器方向的端口需要设置为信任端口，其他端口设置为不

信任端口，从而保证 DHCP 客户端只能从合法的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私自架设的伪 DHCP
服务器无法为 DHCP 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 

2. 记录DHCP客户端IP地址与MAC地址的对应关系 

DHCP Snooping通过监听DHCP-REQUEST报文和信任端口收到的DHCP-ACK报文，记录DHCP 
Snooping 表项，其中包括客户端的 MAC 地址、DHCP 服务器为 DHCP 客户端分配的 IP 地址、与

DHCP 客户端连接的端口及 VLAN 等信息。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实现： 

• ARP Detection：根据DHCP Snooping表项来判断发送ARP报文的用户是否合法，从而防止

非法用户的 ARP 攻击。ARP Detection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RP 攻击

防御”。 

• MFF（MAC-Forced Forwarding）：在 MFF 的自动方式中，设备截获到用户发送的 ARP 请求

后，根据 DHCP Snooping 表项查找该用户对应的网关地址，并回复网关的 MAC 地址，强制

用户将所有流量发送到网关，使得网关可以监控用户之间的数据流量，从而防止用户之间的

恶意攻击，更好的保障网络安全。MFF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MFF”。 

• IP Source Guard：通过动态获取 DHCP Snooping 表项对端口转发的报文进行过滤，防止非

法报文通过该端口。IP Source Guard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IP Source 
Guard”。 

• VLAN 映射：发送给用户的报文通过查找指定 VLAN 对应的 DHCP Snooping 表项中的 DHCP
客户端 IP 地址、MAC 地址和原始 VLAN 的信息，将报文的指定 VLAN 修改为原始 VLAN。

VLAN 映射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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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信任端口的典型应用环境 

1. DHCP Snooping直联DHCP服务器和DHCP客户端网络 

如 图 5-1 所示，在DHCP Snooping设备上指向DHCP服务器方向的端口需要设置为信任端口，以便

DHCP Snooping设备正常转发DHCP服务器的应答报文，保证DHCP客户端能够从合法的DHCP服
务器获取IP地址。 

图5-1 信任端口和非信任端口 

 
 

2. DHCP Snooping级联网络 

在多个 DHCP Snooping 设备级联的网络中，为了节省系统资源，不需要每台 DHCP Snooping 设

备都记录所有 DHCP 客户端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绑定信息，只需在与客户端直接相连不信任

端口上记录绑定信息。间接与 DHCP 客户端相连的不信任端口不需要记录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绑

定信息。 

图5-2 DHCP Snooping 级联组网图 

 
 



 

5-3 

图 5-2 中设备各端口的角色如 表 5-1 所示。 

表5-1 端口的角色 

设备 记录绑定信息的不信任端口 不记录绑定信息的不信任端口 信任端口 

Device A Port A1 Port A3 Port A2 

Device B Port B3和Port B4 Port B1 Port B2 

Device C Port C1 Port C3和Port C4 Port C2 

 

5.1.3  DHCP Snooping支持Option 82 功能 

Option 82 记录了DHCP客户端的位置信息。管理员可以利用该选项定位DHCP客户端，实现对客户

端的安全和计费等控制。Option 82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1.6.2  中继代理信息选项（Option 82）”。 

如果DHCP Snooping支持Option 82 功能，则当设备接收到DHCP请求报文后，将根据报文中是否

包含Option 82 以及用户配置的处理策略及填充模式等对报文进行相应的处理，并将处理后的报文

转发给DHCP服务器。具体的处理方式见 表 5-2。DHCP Snooping对Option 82 的处理策略、填充

模式与DHCP中继相同。 

当设备接收到 DHCP 服务器的响应报文时，如果报文中含有 Option 82，则删除 Option 82，并转

发给 DHCP 客户端；如果报文中不含有 Option 82，则直接转发。 

表5-2 DHCP Snooping 支持 Option 82 的处理方式 

收到 DHCP 请求报文 处理策略 DHCP Snooping 对报文的处理 

收到的报文中带有Option 
82 

Drop 丢弃报文 

Keep 保持报文中的Option 82不变并进行转发 

Replace 根据DHCP Snooping上配置的填充模式、内容、格式等填充

Option 82，替换报文中原有的Option 82并进行转发 

收到的报文中不带有
Option 82 - 根据DHCP Snooping上配置的填充模式、内容、格式等填充

Option 82，添加到报文中并进行转发 

 

5.2  DHCP Snooping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DHCP Snooping 基本功能时，需要注意： 

• 如果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聚合组，则在该接口上进行的 DHCP Snooping 相关配置不会生效；

该接口退出聚合组后，之前的配置才会生效。 

• 为了使 DHCP 客户端能从合法的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必须将与合法 DHCP 服务器相

连的端口设置为信任端口，设置的信任端口和与DHCP客户端相连的端口必须在同一个VLAN
内。 

• 目前，可以设置为 DHCP Snooping 信任端口的接口类型包括：二层以太网接口、二层聚合

接口，关于聚合接口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以太网链

路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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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DHCP Snooping配置任务简介 

DHCP Snooping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DHCP Snooping基本功能 

(2) （可选）配置DHCP Snooping支持Option 82 功能 

(3) （可选）配置DHCP Snooping表项固化功能 

(4) （可选）配置接口动态学习DHCP Snooping表项的 大数目 

(5) （可选）配置DHCP Snooping报文限速功能 

(6) （可选）配置DHCP Snooping安全功能 

(7) （可选）开启DHCP Snooping日志信息功能 

(8) （可选）关闭接口的DHCP Snooping功能 

5.4  配置DHCP Snooping基本功能 

5.4.1  在普通组网中配置DHCP Snooping基本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一台 DHCP Snooping 设备上，如果全局开启了 DHCP Snooping 功能，则设备上所有 VLAN 内

的 DHCP Snooping 功能也同时开启。 

对于某些组网来说，管理员只需要在设备在某些特定 VLAN 内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而不需

要在整个设备上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为了满足此需求，设备支持在指定 VLAN 内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并在 VLAN 内配置 DHCP Snooping 信任端口和开启端口的 DHCP Snooping 表项

记录功能。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一台设备上，全局 DHCP Snooping 功能和 VLAN 内的 DHCP Snooping 功能关系如下： 

• 如果全局开启了 DHCP Snooping 基本功能（包括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配置信任端口

和配置 DHCP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只能使用对应的全局命令关闭功能，使用 VLAN 内

的命令关闭功能不生效； 

• 如果 VLAN 内开启了 DHCP Snooping 基本功能（包括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配置信任

端口和配置 DHCP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只能使用对应的 VLAN 内命令关闭功能，使用

全局命令关闭功能不生效。 

3. 全局开启DHCP Snooping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 
dhcp snoop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Snooping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此接口为连接 DHCP 服务器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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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端口为信任端口。 
dhcp snooping trust 

缺省情况下，在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后，设备的所有端口均为不信任端口。 

(5) （可选）开启端口的 DHCP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 

a.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b.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此接口为连接 DHCP 客户端的接口。 

c. 开启 DHCP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缺省情况下，DHCP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在VLAN中配置DHCP Snooping基本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在指定 VLAN 内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 
dhcp snooping enable vlan vlan-id-list 

缺省情况下，所有 VLAN 内的 DHCP Snooping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该 VLAN 为开启了 DHCP Snooping 功能的 VLAN。 

(4) 配置指定接口为 VLAN 下 DHCP Snooping 功能的信任端口。 
dhcp snooping trust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在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后，VLAN 内的所有接口均为不信任端口。 

(5) （可选）开启 VLAN 的 DHCP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缺省情况下，VLAN 的 DHCP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5  配置DHCP Snooping支持Option 82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DHCP Snooping 支持 Option 82 功能时，需要注意： 

• 如果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聚合组，则在该接口上进行的 DHCP Snooping 支持 Option 82 功能

的配置不会生效；该接口退出聚合组后，之前的配置才会生效。 

• 为使Option 82 功能正常使用，需要在DHCP服务器和DHCP Snooping设备上都进行相应配置。

DHCP服务器的相关配置请参见“2.10  配置Option 82 的处理方式”。 

• 如果以设备名称（sysname）作为节点标识填充 DHCP 报文的 Option 82，则设备名称中不

能包含空格；否则，DHCP Snooping 将不处理该报文。用户可以通过 sysname 命令配置设

备名称，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本配置命令参考”中的“设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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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CP Snooping 功能和 QinQ 功能同时使用，或 DHCP Snooping 设备接收到的 DHCP 报文

带有两层 VLAN Tag 时，如果采用 verbose 模式填充 Option 82，则 sub-option 1 中 VLAN ID
字段的格式为“第一层 VLAN Tag.第二层 VLAN Tag”。例如，第一层 VLAN Tag 为 10（十

六进制值为 a），第二层 VLAN Tag 为 20（十六进制值为 14），则 VLAN ID 字段的内容为

“000a.0014”。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 Snooping 支持 Option 82 功能。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Snooping 支持 Option 82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 DHCP Snooping 对包含 Option 82 的请求报文的处理策略。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strategy { drop | keep | replace } 

缺省情况下，对带有 Option 82 的请求报文的处理策略为 replace。 

DHCP Snooping 对包含 Option 82 请求报文的处理策略为 replace时，需要配置 Option 82
的填充模式和填充格式；处理策略为 keep或 drop时，不需要配置 Option 82 的填充模式和

填充格式。 

(5) （可选）配置 Circuit ID 子选项的填充模式和填充格式。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circuit-id { [ vlan vlan-id ] string circuit-id 
| { normal | verbose [ node-identifier { mac | sysname | user-defined 
node-identifier } ] } [ format { ascii | hex } ] } 

缺省情况下，Circuit ID 子选项的填充模式为 Normal，填充格式为 hex。 

如果以设备的系统名称（sysname）作为节点标识填充 DHCP 报文的 Option 82，则系统名

称中不能包含空格；否则，DHCP Snooping 添加或替换 Option 82 失败。 

(6) （可选）配置 Remote ID 子选项的填充模式和填充格式。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remote-id { normal [ format { ascii | hex } ] | 
[ vlan vlan-id ] string remote-id | sysname } 

缺省情况下，Remote ID 子选项的填充模式为 Normal，填充格式为 hex。 

5.6  配置DHCP Snooping表项固化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 Snooping 设备重启后，设备上记录的 DHCP Snooping 表项将丢失，DHCP Snooping 与安

全模块（如 IP Source Guard）配合使用，则表项丢失会导致安全模块无法通过 DHCP Snooping
获取到相应的表项，进而导致 DHCP 客户端不能顺利通过安全检查、正常访问网络。 

DHCP Snooping 表项固化功能将 DHCP Snooping 表项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DHCP Snooping 设

备重启后，自动根据该文件恢复 DHCP Snooping 表项，从而保证 DHCP Snooping 表项不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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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执行 undo dhcp snooping enable 命令关闭 DHCP Snooping 功能后，设备会删除所有 DHCP 
Snooping 表项，文件中存储的 DHCP Snooping 表项也将被删除。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存储 DHCP Snooping 表项的文件名称。 
dhcp snooping binding database filename { filename | url url [ username 
username [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存储文件名称。 

执行本命令后，会立即触发一次表项备份。 

(3) （可选）将当前的 DHCP Snooping 表项保存到用户指定的文件中。 
dhcp snooping binding database update now 

本命令只用来触发一次 DHCP Snooping 表项的备份。 

(4) （可选）配置刷新 DHCP Snooping 表项存储文件的延迟时间。 
dhcp snooping binding database update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若 DHCP Snooping 表项不变化，则不刷新存储文件；若 DHCP Snooping 表项

发生变化，默认在 300 秒之后刷新存储文件。 

5.7  配置接口动态学习DHCP Snooping表项的最大数目 

1. 功能简介 

通过本配置可以限制接口动态学习 DHCP Snooping 表项的 大数目，以防止接口学习到大量

DHCP Snooping 表项，占用过多的系统资源。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动态学习 DHCP Snooping 表项的 大数目。 
dhcp snooping max-learning-num max-number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接口动态学习 DHCP Snooping 表项的数目。 

5.8  配置DHCP Snooping报文限速功能 

1. 功能简介 

为了避免非法用户发送大量 DHCP 报文，对网络造成攻击，DHCP Snooping 支持报文限速功能，

限制接口接收 DHCP 报文的速率。当接口接收的 DHCP 报文速率超过限制的 高速率时，DHCP 
Snooping 设备将丢弃超过速率限制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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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了聚合组，则该接口采用对应二层聚合接口下的 DHCP Snooping 报文限

速配置，如果二层以太网接口离开聚合组，则该接口采用二层以太网接口下的 DHCP Snooping 报

文限速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 Snooping 的报文限速功能。 
dhcp snooping rate-limit rate 

缺省情况下， DHCP Snooping 的报文限速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即不限制接口接收 DHCP 报

文的速率。 

5.9  配置DHCP Snooping安全功能 

5.9.1  配置防止DHCP饿死攻击 

1. 功能简介 

DHCP饿死攻击是指攻击者伪造chaddr字段各不相同的DHCP请求报文，向DHCP服务器申请大量

的IP地址，导致DHCP服务器地址池中的地址耗尽，无法为合法的DHCP客户端分配IP地址，或导

致DHCP服务器消耗过多的系统资源，无法处理正常业务。DHCP报文字段的相关内容请参见

“1.3  DHCP报文格式”。 

如果封装 DHCP 请求报文的数据帧的源 MAC 地址各不相同，则通过 mac-address 
max-mac-count 命令限制端口可以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并配置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达到

大值时，丢弃源 MAC 地址不在 MAC 地址表里的报文，能够避免攻击者申请过多的 IP 地址，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 DHCP 饿死攻击。此时，不存在 DHCP 饿死攻击的端口下的 DHCP 客户端可以正常

获取 IP 地址，但存在 DHCP 饿死攻击的端口下的 DHCP 客户端仍可能无法获取 IP 地址。 

如果封装 DHCP 请求报文的数据帧的 MAC 地址都相同，则通过 mac-address max-mac-count
命令无法防止 DHCP 饿死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开启 DHCP Snooping 的 MAC 地址检查功能。

开启该功能后，DHCP Snooping 设备检查接收到的 DHCP 请求报文中的 chaddr 字段和数据帧的源

MAC 地址字段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认为该报文合法，将其转发给 DHCP 服务器；如果不一致，

则丢弃该报文。mac-address max-mac-count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

中的“MAC 地址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 Snooping 的 MAC 地址检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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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 snooping check mac-address 

缺省情况下，DHCP Snooping 的 MAC 地址检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9.2  配置防止伪造DHCP请求方向报文攻击 

1. 功能简介 

本功能用来检查 DHCP 续约报文、DHCP-DECLINE 和 DHCP-RELEASE 三种 DHCP 请求方向的

报文，以防止非法客户端伪造这三种报文对 DHCP 服务器进行攻击。 

伪造DHCP续约报文攻击是指攻击者冒充合法的DHCP客户端，向DHCP服务器发送伪造的DHCP
续约报文，导致 DHCP 服务器和 DHCP 客户端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及时释放 IP 地址租约。如果攻

击者冒充不同的 DHCP 客户端发送大量伪造的 DHCP 续约报文，则会导致大量 IP 地址被长时间占

用，DHCP 服务器没有足够的地址分配给新的 DHCP 客户端。 

伪造 DHCP-DECLINE/DHCP-RELEASE 报文攻击是指攻击者冒充合法的 DHCP 客户端，向 DHCP
服务器发送伪造的 DHCP-DECLINE/DHCP-RELEASE 报文，导致 DHCP 服务器错误终止 IP 地址

租约。 

在 DHCP Snooping 设备上开启 DHCP 请求方向报文检查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伪造 DHCP 请求

方向报文攻击。如果开启了该功能，则 DHCP Snooping 设备接收到上述报文后，检查本地是否存

在与请求方向报文匹配的 DHCP Snooping 表项。若存在，则接收报文信息与 DHCP Snooping 表

项信息一致时，认为该报文为合法的 DHCP 请求方向报文，将其转发给 DHCP 服务器；不一致时，

认为该报文为伪造的 DHCP 请求方向报文，将其丢弃。若不存在，则认为该报文合法，将其转发给

DHCP 服务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 Snooping 的 DHCP 请求方向报文检查功能。 
dhcp snooping check request-message 

缺省情况下，DHCP Snooping 的 DHCP 请求方向报文检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9.3  开启DHCP Snooping报文阻断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某些组网环境下，用户需要在 DHCP Snooping 设备的某一端口上丢弃该端口收到的所有 DHCP
请求方向报文，而又不影响其他端口正常接收 DHCP 报文。这时，用户可以在该端口上开启 DHCP 
Snooping 报文阻断功能。 

当端口上开启了 DHCP Snooping 报文阻断功能后，该端口收到的所有 DHCP 请求方向的报文都将

被丢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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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 Snooping 报文阻断功能。 
dhcp snooping deny 

缺省情况下，DHCP Snooping 报文阻断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10  开启DHCP Snooping日志信息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 Snooping 日志可以方便管理员定位问题和解决问题。DHCP Snooping 设备生成 DHCP 
Snooping 日志信息会交给信息中心模块处理，信息中心模块的配置将决定日志信息的发送规则和

发送方向。关于信息中心的详细描述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 DHCP Snooping 设备输出大量日志信息时，可能会降低设备性能。为了避免该情况的发生，用

户可以关闭 DHCP Snooping 日志信息功能，使得 DHCP Snooping 设备不再输出日志信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 Snooping 日志信息功能。 
dhcp snooping 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 Snooping 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11  关闭接口的DHCP Snooping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管理员在设备或 VLAN 中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后，该设备或整个 VLAN 内的所有接口也都

开启了 DHCP Snooping 功能。为了灵活控制 DHCP Snooping 功能生效的接口范围，用户可以通

过本功能关闭某个接口上的 DHCP Snooping 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关闭接口的 DHCP Snooping 功能。 
dhcp snooping disable 

缺省情况下，当接口所在 VLAN 或设备上已经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接口的 DHCP 
Snooping 功能是开启的；当接口所在 VLAN 或设备上未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接口的

DHCP Snooping 功能是关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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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DHCP Snooping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DHCP Snooping 的配置情况，通

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DHCP Snooping 的统计信息。 

表5-3 DHCP Snooping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DHCP Snooping表项信息 display dhcp snooping binding [ ip 
ip-address [ vlan vlan-id ] ] [ verbose ]

显示DHCP Snooping表项备份信息 display dhcp snooping binding database 

显示DHCP Snooping上Option 82的配置信息 
display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 all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DHCP Snooping设备上的DHCP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dhcp snooping packet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信任端口信息 display dhcp snooping trust 

清除DHCP Snooping表项 reset dhcp snooping binding { all | ip 
ip-address [ vlan vlan-id ] } 

清除DHCP Snooping设备上的DHCP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dhcp snooping packet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5.13  DHCP Snooping典型配置举例 

5.13.1  全局开启DHCP Snooping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B 通过以太网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到合法 DHCP 服务器，通过以太网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连接到非法 DHCP服务器，通过 GigabitEthernet1/0/2连接到 DHCP客户端。

要求： 

• 与合法 DHCP 服务器相连的端口可以转发 DHCP 服务器的响应报文，而其他端口不转发

DHCP 服务器的响应报文。 

• 记录 DHCP-REQUEST 报文和信任端口收到的 DHCP-ACK 报文中 DHCP 客户端 IP 地址及

MAC 地址的绑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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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5-3 DHCP Snooping 组网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 全局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dhcp snooping enable 

# 设置 GigabitEthernet1/0/1 端口为信任端口。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dhcp snooping trust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GigabitEthernet1/0/2 上开启 DHCP Snooping 表项功能。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DHCP 客户端只能从合法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和其它配置信息，非法 DHCP 服

务器无法为 DHCP 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和其他配置信息。且使用 display dhcp snooping 

binding 可查询到获取到的 DHCP Snooping 表项。 

5.13.2  按VLAN开启DHCP Snooping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B 通过以太网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到合法 DHCP 服务器，通过以太网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连接到非法 DHCP服务器，通过 GigabitEthernet1/0/2连接到 DHCP客户端。

要求： 

• VLAN 100 上与合法 DHCP 服务器相连的端口可以转发 DHCP 服务器的响应报文，而其他端

口不转发 DHCP 服务器的响应报文。 

• 记录 DHCP-REQUEST 报文和信任端口收到的 DHCP-ACK 报文中 DHCP 客户端 IP 地址及

MAC 地址的绑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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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5-4 按 VLAN 开启 DHCP Snooping 配置组网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为 Access 端口，

允许 VLAN 100 通过。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vlan 100 

[SwitchB-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vlan100] quit 

# 在 VLAN100 内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 
[SwitchB] dhcp snooping enable vlan 100 

# 指定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VLAN 100 下 DHCP Snooping 功能的信任端口。 
[SwitchB] vlan 100 

[SwitchB-vlan100] dhcp snooping trust gigabitethernet 1/0/1 

# 在 VLAN 100 内开启 DHCP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 
[SwitchB-vlan100]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SwitchB-vlan100]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DHCP 客户端只能从合法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和其它配置信息，非法 DHCP 服

务器无法为 DHCP 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和其他配置信息。且使用 display dhcp snooping 

binding 可查询到获取到的 DHCP Snooping 表项。 

5.13.3  DHCP Snooping支持Option 82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B 上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并支持 Option 82 功能； 

• 对包含 Option 82 的请求报文的处理策略为 replace； 

• 在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 Circuit ID 填充内容为 company001，Remote ID 填充内容为

device001； 

• 在 GigabitEthernet1/0/3 上配置 Circuit ID 以 verbose 模式填充，接入节点标识为 sysname，

填充格式为 ASCII 格式，Remote ID 填充内容为 devic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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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5-5 DHCP Snooping 支持 Option 82 配置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 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dhcp snooping enable 

# 设置 GigabitEthernet1/0/1 端口为信任端口。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dhcp snooping trust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 DHCP Snooping 支持 Option 82 功能。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enable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strategy replace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circuit-id string company0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remote-id string device0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配置 DHCP Snooping 支持 Option 82 功能。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enable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strategy replace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circuit-id verbose node-identifier 
sysname format ascii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remote-id string device001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使用 display dhcp snooping information 命令可查看到 DHCP Snooping 在

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上 Option 82 的配置信息。 



 

6-1 

6 BOOTP客户端 

6.1  BOOTP客户端简介 

6.1.1  BOOTP客户端的应用环境 

BOOTP 是 Bootstrap Protocol（自举协议）的简称。指定设备的接口作为 BOOTP 客户端后，该接

口可以通过 BOOTP 协议从 BOOT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等信息，从而方便用户配置。 

使用 BOOTP 协议时，管理员需要在 BOOTP 服务器上为每个 BOOTP 客户端配置 BOOTP 参数文

件，该文件包括BOOTP客户端的MAC地址及其对应的 IP地址等信息。当BOOTP客户端向BOOTP
服务器发起请求时，服务器会查找 BOOTP 参数文件，并返回相应的配置信息。 

由于 BOOTP 协议需要在 BOOTP 服务器上为每个客户端事先配置参数文件，BOOTP 一般运行在

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当网络变化频繁时，推荐采用 DHCP 协议。 

由于 DHCP 服务器可以与 BOOTP 客户端进行交互，因此用户可以不配置 BOOTP 服务器，而使用

DHCP 服务器为 BOOTP 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 

6.1.2  IP地址动态获取过程 

BOOTP 客户端从 BOOTP 服务器动态获取 IP 地址的具体过程如下： 

(1) BOOTP客户端以广播方式发送BOOTP请求报文，其中包含了BOOTP客户端的MAC地址； 

(2) BOOTP 服务器接收到请求报文后，根据报文中的 BOOTP 客户端 MAC 地址，从配置文件数

据库中查找对应的 IP 地址等信息，并向客户端返回包含这些信息的 BOOTP 响应报文； 

(3) BOOTP 客户端从接收到的响应报文中即可获得 IP 地址等信息。 

在下面的 IP 地址动态获取过程中，BOOTP 服务器的功能可以用 DHCP 服务器替代。 

6.1.3  协议规范 

与 BOOTP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951：Bootstrap Protocol (BOOTP) 

• RFC 2132：DHCP Options and BOOTP Vendor Extensions 

• RFC 1542：Clarifications and Extensions for the Bootstrap Protocol 

6.2  配置接口通过BOOTP协议获取IP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BOOTP 客户端中对于接口的相关配置，目前只能在 VLAN 接口上进行。 

(3) 配置接口通过 BOOTP 协议获取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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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address bootp-alloc 

缺省情况下，接口不通过 BOOTP 协议获取 IP 地址。 

6.3  BOOTP客户端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BOOTP客户端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6-1 BOOTP 客户端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BOOTP客户端的相关信息 display bootp client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6.4  BOOTP客户端典型配置举例 

6.4.1  BOOTP客户端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B 的端口（属于 VLAN10）接入局域网，VLAN 接口 10 通过 BOOTP 协议从 DHCP 服务器

获取 IP 地址。 

2. 组网图 

如 图 2-2 所示。 

3. 配置步骤 

下面只列出 图 2-2 中，作为客户端的Switch B的配置。 

# 配置 VLAN 接口 10 通过 BOOTP 动态获取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bootp-alloc 

通过 display bootp client 命令可以查看 BOOTP 客户端申请到的 IP 地址。 

 

为了使BOOTP客户端能从DHCP服务器获得IP地址，还需要在DHCP服务器上进行一些配置，具体

内容请参见“2.19  DHCP服务器典型配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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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域名解析 

1.1  域名解析简介 

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是一种用于 TCP/IP 应用程序的分布式数据库，提供域

名与 IP 地址之间的转换。通过域名系统，用户进行某些应用时，可以直接使用便于记忆的、有意义

的域名，而由网络中的域名解析服务器将域名解析为正确的 IP 地址。 

1.1.1  域名解析类型 

域名解析分为静态域名解析和动态域名解析，二者可以配合使用。在解析域名时，首先采用静态域

名解析（查找静态域名解析表），如果静态域名解析不成功，再采用动态域名解析。由于动态域名

解析需要域名服务器（DNS server）的配合，会花费一定的时间，因而可以将一些常用的域名放入

静态域名解析表中，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域名解析效率。 

1.1.2  静态域名解析 

静态域名解析就是手工建立域名和 IP地址之间的对应关系。当用户使用域名进行某些应用（如 telnet
应用）时，系统查找静态域名解析表，从中获取指定域名对应的 IP 地址。 

1.1.3  动态域名解析 

1. 体系结构 

图1-1 动态域名解析 

 

 

用户程序、DNS客户端及域名服务器的关系如 图 1-1 所示，其中解析器和缓存构成DNS客户端。用

户程序、DNS客户端在同一台设备上，而DNS客户端和域名服务器一般分布在两台设备上。 

目前，设备只能作为 DNS 客户端，不能作为 DNS 服务器。 



 

1-2 

 

如果域名服务器上配置了域名的别名，设备也可以通过别名来解析主机的 IP 地址。 

 

2. 解析过程 

动态域名解析通过向域名服务器查询域名和 IP 地址之间的对应关系来实现将域名解析为 IP 地址。

动态域名解析过程如下： 

(1) 当用户使用域名进行某些应用时，用户程序首先向 DNS 客户端中的解析器发出请求。 

(2) DNS 客户端收到请求后，首先查询本地的域名缓存。如果存在已解析成功的映射项，就将域

名对应的 IP 地址返回给用户程序；如果未发现所要查找的映射项，就向域名服务器发送查询

请求。 

(3) 域名服务器首先从自己的数据库中查找域名对应的 IP 地址。如果判断该域名不属于本域范围，

就将请求交给其他域名服务器处理，直到完成解析，并将解析的结果返回给 DNS 客户端。 

(4) DNS 客户端收到域名服务器的响应报文后，将解析结果返回用户程序。 

3. 缓存功能 

动态域名解析支持缓存功能。每次动态解析成功的域名与 IP 地址的映射均存放在 DNS 客户端的动

态域名缓存区中，当下一次查询相同域名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从缓存区中读取，不用再向域名服务

器进行请求。缓存区中的映射在一段时间后会老化而被删除，以保证及时从域名服务器得到最新的

内容。老化时间由域名服务器设置，DNS 客户端从域名服务器的应答报文中获得老化时间。 

4. 域名后缀列表功能 

动态域名解析支持域名后缀列表功能。用户可以预先设置一些域名后缀，在域名解析的时候，用户

只需要输入域名的部分字段，系统会自动将输入的域名加上不同的后缀进行解析。例如，用户想查

询域名 aabbcc.com，那么可以先在后缀列表中配置 com，然后输入 aabbcc 进行查询，系统会自

动将输入的域名与后缀连接成 aabbcc.com 进行查询。 

使用域名后缀的时候，根据用户输入域名方式的不同，查询方式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 如果用户输入的域名中没有“.”，比如 aabbcc，系统认为这是一个主机名，会首先加上域名

后缀进行查询，如果所有加后缀的域名查询都失败，将使用最初输入的域名（如 aabbcc）进

行查询。 

• 如果用户输入的域名中间有“.”，比如 www.aabbcc，系统直接用它进行查询，如果查询失

败，再依次加上各个域名后缀进行查询。 

• 如果用户输入的域名最后有“.”，比如 aabbcc.com.，表示不需要进行域名后缀添加，系统直

接用输入的域名进行查询，不论成功与否都直接返回结果。就是说，如果用户输入的字符中

最后一个字符为“.”，就只根据用户输入的字符进行查找，而不会去匹配用户预先设置的域名

后缀，因此最后这个“.”，也被称为查找终止符。带有查询终止符的域名，称为 FQDN（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完全合格域名）。 

1.1.4  DNS代理 

DNS 代理（DNS proxy）用来在 DNS client 和 DNS server 之间转发 DNS 请求和应答报文。局域

网内的 DNS client 把 DNS proxy 当作 DNS server，将 DNS 请求报文发送给 DNS proxy。DNS 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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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请求报文转发到真正的 DNS server，并将 DNS server 的应答报文返回给 DNS client，从而实

现域名解析。 

使用 DNS proxy 功能后，当 DNS server 的地址发生变化时，只需改变 DNS proxy 上的配置，无需

改变局域网内每个 DNS client 的配置，从而简化了网络管理。 

DNS proxy的典型应用环境如 图 1-2 所示。 

图1-2 DNS 代理典型组网应用 

 

 

DNS 代理的工作过程如下： 

(1) DNS client 把 DNS proxy 当作 DNS server，将 DNS 请求报文发送给 DNS proxy，即请求报

文的目的地址为 DNS proxy 的 IP 地址。 

(2) DNS proxy 收到请求报文后，首先查找本地的静态域名解析表和动态域名解析缓存表，如果

存在请求的信息，则DNS proxy直接通过DNS应答报文将域名解析结果返回给DNS client。 

(3) 如果不存在请求的信息，则 DNS proxy 将报文转发给 DNS server，通过 DNS server 进行域

名解析。 

(4) DNS proxy 收到 DNS server 的应答报文后，记录域名解析的结果，并将报文转发给 DNS 
client。DNS client 利用域名解析的结果进行相应的处理。 

只有 DNS proxy 上存在域名服务器地址，并存在到达域名服务器的路由，DNS proxy 才会向 DNS 
server 发送域名解析请求。 



 

1-4 

1.1.5  DNS spoofing 

图1-3 DNS spoofing 典型应用场景 

 

 

DNS spoofing（DNS欺骗）主要应用于 图 1-3 所示的拨号网络。在该网络中： 

• Device通过拨号接口连接到 PSTN/ISDN等拨号网络。只有存在通过拨号接口转发的报文时，

才会触发拨号接口建立连接。 

• Device 作为 DNS proxy。在 Host 上将 Device 指定为 DNS 服务器；拨号接口建立连接后，

Device 通过 DHCP 等方式动态获取 DNS 服务器地址。 

Device 上未开启 DNS spoofing 功能时，Device 接收到 Host 发送的域名解析请求报文后，如果不

存在对应的域名解析表项，则需要向 DNS server 发送域名解析请求。但是，由于此时拨号接口尚

未建立连接，Device 上不存在 DNS server 地址，Device 不会向 DNS server 发送域名解析请求，

也不会应答 DNS client 的请求。从而导致域名解析失败，且没有流量触发拨号接口建立连接。 

DNS spoofing 功能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使能 DNS spoofing 功能后，即便 Device 上不存在 DNS 
server 地址或到达 DNS server 的路由，Device 也会利用指定的 IP 地址作为域名解析结果，应答

DNS client 的域名解析请求。DNS client 后续发送的报文可以用来触发拨号接口建立连接。 

图 1-3 所示网络中，Host访问HTTP server的报文处理流程为： 

(1) Host 通过域名访问 HTTP server 时，首先向 Device 发送域名解析请求，将 HTTP server 的
域名解析为 IP 地址。 

(2) Device 接收到域名解析请求后，如果拨号接口尚未建立连接，Device 上不存在 DNS server
地址，或者设备上配置的 DNS server地址均不可达，则 Device利用 DNS spoofing中指定的

IP 地址作为域名解析结果，应答 DNS client 的域名解析请求。该域名解析应答的老化时间为

0。并且，应答的 IP 地址满足如下条件：Device 上存在到达该 IP 地址的路由，且路由的出接

口为拨号接口。 

(3) Host 接收到 Device 的应答报文后，向应答的 IP 地址发送 HTTP 请求。 

(4) Device 通过拨号接口转发 HTTP 请求时，触发拨号接口建立连接，并通过 DHCP 等方式动态

获取 DNS server 的地址。 

(5) 域名解析应答老化后，Host 再次发送域名解析请求。 

(6) 之后，Device的处理过程与DNS proxy工作过程相同，请参见“1.1.4  DNS代理”。 

(7) Host 获取到正确的 HTTP server 地址后，可以正常访问 HTTP server。 

Host
DNS client

Host
DNS client

DNS server

HTTP server

DNS proxy
DNS spoofing

拨号接口
PSTN/ISD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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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DNS spoofing 功能指定的 IP 地址并不是待解析域名对应的 IP 地址，为了防止 DNS client 上
保存错误的域名解析表项，该 IP 地址对应域名解析应答的老化时间为 0。 

 

1.2  域名解析配置任务简介 

域名解析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DNS客户端 

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静态域名解析 

 配置动态域名解析 

(2) （可选）配置DNS proxy 

(3) （可选）配置DNS spoofing 

本功能用于拨号网络。 

(4) （可选）配置DNS报文的源接口 

(5) （可选）配置DNS信任接口 

(6) （可选）指定DNS报文的DSCP优先级 

1.3  配置DNS客户端 

1.3.1  配置静态域名解析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一个主机名只能对应一个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 

最多可以配置 2048 个主机名和地址的对应关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主机名和对应的地址。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IPv4 网络） 
ip host host-name ip-address 

（IPv6 网络） 
ipv6 host host-name ipv6-address 

1.3.2  配置动态域名解析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设备上允许配置的域名服务器数目限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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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视图下，最多可以配置 6 个域名服务器的 IPv4 地址。 

 系统视图下，最多可以配置 6 个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 

 接口视图下，最多可以配置 6 个域名服务器的 IPv4 地址。 

• 如果同时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DNS 客户端向域名服务器发送请求的处

理方式如下： 

 查询主机名对应的 IPv4 地址时，优先向域名服务器的 IPv4 地址发送查询请求。如果查询

失败，则再向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发送查询请求； 

 查询主机名对应的 IPv6 地址时，优先向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发送查询请求。如果查询

失败，则再向域名服务器的 IPv4 地址发送查询请求。 

• 域名服务器的优先级顺序为：系统视图下配置的域名服务器优先级高于接口视图下配置的域

名服务器；先配置的域名服务器优先级高于后配置的域名服务器；设备上手工配置的域名服

务器优先级高于通过 DHCP 等方式动态获取的域名服务器。设备首先向优先级最高的域名服

务器发送查询请求，失败后再根据优先级从高到低的次序向其他域名服务器发送查询请求。 

• 配置域名解析后缀时，需要注意： 

 最多可以配置 16 个域名后缀。 

 添加域名后缀的优先级顺序为：先配置的域名后缀优先级高于后配置的域名后缀；设备上

手工配置的域名后缀优先级高于通过 DHCP 等方式动态获取的域名后缀。设备首先添加优

先级最高的域名后缀，查询失败后再根据优先级从高到低的次序添加其他域名后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域名后缀。 
dns domain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域名后缀，即只根据用户输入的域名信息进行解析。 

(3)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地址。 

（IPv4 网络） 
dns server ip-address 

（IPv6 网络） 
ipv6 dns server ipv6-address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域名服务器的地址。 

1.4  配置DNS proxy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可以指定多个 DNS server。DNS proxy 接收到客户端的查询请求后，首先向优先级最高的 DNS 
server 转发查询请求，失败后再依次向其他 DNS server 转发查询请求。 

DNS proxy 可同时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无论 DNS proxy 接收到的查询请求是

来自 IPv4 客户端还是来自 IPv6 客户端，DNS proxy 都会按照优先级顺序向域名服务器的 IPv4 地

址和 IPv6 地址转发查询请求。如果查询请求是 IPv4 报文，则优先向域名服务器的 IPv4 地址转发查

询请求。如果查询请求是 IPv6 报文，则优先向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转发查询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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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NS proxy 功能。 
dns proxy enable 

缺省情况下，DNS proxy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地址。 

（IPv4 网络） 
dns server ip-address 

（IPv6 网络） 
ipv6 dns server ipv6-address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域名服务器的地址。 

1.5  配置DNS spoofing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能配置 1个DNS spoofing应答的 IPv4地址和 1个DNS spoofing应答的 IPv6地址。重复配置时，

新的配置会覆盖原有配置。 

DNS spoofing 功能生效时，即使设备上配置了静态域名解析，也会使用 DNS spoofing 指定的 IP
地址来应答 DNS 请求。 

2. 配置准备 

设备上启用了 DNS proxy 功能。 

设备上未指定域名服务器地址或不存在到达域名服务器的路由。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启用 DNS proxy 功能。 
dns proxy enable 

缺省情况下，DNS proxy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开启 DNS Snooping 功能，并指定 DNS spoofing 应答地址。 

（IPv4 网络） 
dns spoofing ip-address 

（IPv6 网络） 
ipv6 dns spoofing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开启 DNS Snooping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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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配置DNS报文的源接口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设备根据域名服务器的地址，通过路由表查找请求报文的出接口，并将该出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发送到该服务器的 DNS 请求报文的源地址。根据域名服务器的地址不同，发送报文的

源地址可能会发生变化。在某些特殊的组网环境中，域名服务器只应答来自特定源地址的 DNS 请

求报文。这种情况下，必须指定 DNS 报文的源接口。如果为设备配置了 DNS 报文的源接口，则设

备在发送 DNS 报文时，将固定使用该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报文的源地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发送 IPv4 DNS 报文时，将使用源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 DNS 报文的源地址。发送 IPv6 DNS 报

文时，将根据 RFC 3484 中定义的规则从源接口上选择 IPv6 地址作为 DNS 报文的源地址。如果源

接口上未配置对应的地址，则将导致报文发送失败。 

只能配置 1 个源接口。重复配置时，新的配置会覆盖原有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 DNS 报文的源接口。 
dns source-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DNS 报文的源接口。 

1.7  配置DNS信任接口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任意接口通过 DHCP 等协议动态获得的域名后缀和域名服务器信息都将作为有效信息，

用于域名解析。如果网络攻击者通过 DHCP 服务器为设备分配错误的域名后缀和域名服务器地址，

则会导致设备域名解析失败，或解析到错误的结果。通过本配置指定信任接口后，域名解析时只采

用信任接口动态获得的域名后缀和域名服务器信息，非信任接口获得的信息不能用于域名解析，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类攻击。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最多可以配置 128 个 DNS 信任接口。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 DNS 信任接口。 
dns trust-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任何接口为信任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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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指定DNS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 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设备

发送的 DNS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 DNS 客户端或 DNS proxy 发出的 DNS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IPv4 网络） 
dns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DNS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0。 

（IPv6 网络） 
ipv6 dns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 IPv6 DNS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0。 

1.9  域名解析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域名解析配置后的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动态域名缓存信息。 

表1-1 域名解析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域名后缀信息 display dns domain [ dynamic ] 

显示域名解析表信息 display dns host [ ip | ipv6 ] 

显示域名服务器的IPv4地址信息 display dns server [ dynamic ] 

显示域名服务器的IPv6地址信息 display ipv6 dns server [ dynamic ] 

清除动态域名解析缓存信息 reset dns host [ ip | ipv6 ] 

 

1.10  IPv4域名解析典型配置举例 

1.10.1  静态域名解析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为了避免记忆复杂的 IP 地址，Device 希望通过便于记忆的主机名访问某一主机。在 Device 上手工

配置 IP 地址对应的主机名，利用静态域名解析功能，就可以实现通过主机名访问该主机。 

在本例中，Device 访问的主机 IP 地址为 10.1.1.2，主机名为 h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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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4 静态域名解析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主机名 host.com 对应的 IP 地址为 10.1.1.2。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p host host.com 10.1.1.2 

# 执行 ping host.com 命令，Device 通过静态域名解析可以解析到 host.com 对应的 IP 地址为

10.1.1.2。 
[Sysname] ping host.com 

Ping host.com (10.1.1.2):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10.1.1.2: icmp_seq=0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0.1.1.2: icmp_seq=1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0.1.1.2: icmp_seq=2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0.1.1.2: icmp_seq=3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0.1.1.2: icmp_seq=4 ttl=255 time=2.000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host.com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000/1.200/2.000/0.400 ms 

1.10.2  动态域名解析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为了避免记忆复杂的 IP 地址，Device 希望通过便于记忆的域名访问某一主机。如果网络中存在域

名服务器，则可以利用动态域名解析功能，实现通过域名访问主机。 

在本例中： 

• 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 2.1.1.2/16，域名服务器上存在 com 域，且 com 域中包含域名“host”
和 IP 地址 3.1.1.1/16 的对应关系。 

• Device 作为 DNS 客户端，使用动态域名解析功能，将域名解析为 IP 地址。 

• Device 上配置域名后缀 com，以便简化访问主机时输入的域名，例如通过输入 host 即可访问

域名为 host.com、IP 地址为 3.1.1.1/16 的主机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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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5 动态域名解析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在开始下面的配置之前，假设设备与主机之间的路由可达，设备和主机都已经配置完毕，接口

IP地址如 图 1-5所示。 

• 不同域名服务器的配置方法不同，下面仅以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为例，说明域名服务器

的配置方法。 

 

(1) 配置域名服务器 

# 进入域名服务器配置界面。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程序/管理工具/DNS]。 

# 创建区域 com。 

如 图 1-6 所示，右键点击[正向查找区域]，选择[新建区域]，按照提示创建新的区域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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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创建区域 

 

 

# 添加域名和 IP 地址的映射。 

如 图 1-7 所示，右键点击区域[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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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新建主机 

 
 

选择[新建主机]，弹出如 图 1-8 的对话框。按照 图 1-8 输入域名host和IP地址 3.1.1.1。单击

<添加主机>可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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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添加域名和 IP 地址的映射 

 

 

(2) 配置 DNS 客户端 Device 
<Sysname> system-view 

#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2.1.1.2。 
[Sysname] dns server 2.1.1.2 

# 配置域名后缀 com。 
[Sysname] dns domain com 

4. 验证配置 

# 在设备上执行 ping host 命令，可以 ping 通主机，且对应的目的地址为 3.1.1.1。 
[Sysname] ping host 

Ping host.com (3.1.1.1):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3.1.1.1: icmp_seq=0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3.1.1.1: icmp_seq=1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3.1.1.1: icmp_seq=2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3.1.1.1: icmp_seq=3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3.1.1.1: icmp_seq=4 ttl=255 time=2.000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host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000/1.200/2.000/0.4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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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DNS proxy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某局域网内拥有多台设备，每台设备上都指定了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以便直接通过域名访问外部

网络。当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发生变化时，网络管理员需要更改局域网内所有设备上配置的域名服

务器 IP 地址，工作量将会非常巨大。 

通过 DNS proxy 功能，可以大大减少网络管理员的工作量。当域名服务器 IP 地址改变时，只需更

改 DNS proxy 上的配置，即可实现局域网内设备通过新的域名服务器解析域名。 

在本例中，具体配置步骤为： 

(1) 局域网中的某台设备 Device A 配置为 DNS proxy，DNS proxy 上指定域名服务器 IP 地址为

真正的域名服务器的地址 4.1.1.1。 

(2) 局域网中的其他设备（如 Device B）上，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配置为 DNS proxy 的地址，域

名解析报文将通过 DNS proxy 转发给真正的域名服务器。 

2. 组网图 

图1-9 DNS proxy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在开始下面的配置之前，假设设备与域名服务器、主机之间的路由可达，并已按照 图 1-9配置各接

口的IP地址。 

 

(1) 配置域名服务器 

不同的域名服务器的配置方法不同。Windows Server 2008 R2 作为域名服务器时，配置方法

请参见“1.10.2  动态域名解析配置举例”。 

(2) 配置 DNS 代理 Device A 

#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4.1.1.1。 
<DeviceA> system-view 

3.1.1.1/24
host.com

Device B
DNS client

Device A
DNS proxy

IP network

DNS server

2.1.1.1/24

2.1.1.2/24 1.1.1.1/24

4.1.1.1/24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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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 dns server 4.1.1.1 

# 开启 DNS proxy 功能。 
[DeviceA] dns proxy enable 

(3) 配置 DNS 客户端 Device B 
<DeviceB> system-view 

#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2.1.1.2。 
[DeviceB] dns server 2.1.1.2 

4. 验证配置 

# 在 Device B 上执行 ping host.com 命令，可以 ping 通主机，且对应的目的地址为 3.1.1.1。 
[DeviceB] ping host.com 

Ping host.com (3.1.1.1):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3.1.1.1: icmp_seq=0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3.1.1.1: icmp_seq=1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3.1.1.1: icmp_seq=2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3.1.1.1: icmp_seq=3 ttl=255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3.1.1.1: icmp_seq=4 ttl=255 time=2.000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host.com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000/1.200/2.000/0.400 ms 

1.11  IPv6域名解析典型配置举例 

1.11.1  静态域名解析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为了避免记忆复杂的 IPv6 地址，Device 希望通过便于记忆的主机名访问某一主机。在 Device 上手

工配置 IPv6 地址对应的主机名，利用静态域名解析功能，就可以实现通过主机名访问该主机。 

在本例中，Device 访问的主机 IPv6 地址为 1::2，主机名为 host.com。 

2. 组网图 

图1-10 静态域名解析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主机名 host.com 对应的 IPv6 地址为 1::2。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pv6 host host.com 1::2 

# 执行 ping ipv6 host.com 命令，Device 通过静态域名解析可以解析到 host.com 对应的 IPv6
地址为 1::2。 
[Sysname] ping ipv6 h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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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6(56 data bytes) 1::1 --> 1::2,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1::2, icmp_seq=0 hlim=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2, icmp_seq=1 hlim=128 time=0.000 ms 

56 bytes from 1::2, icmp_seq=2 hlim=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2, icmp_seq=3 hlim=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2, icmp_seq=4 hlim=128 time=0.000 ms 

 

--- Ping6 statistics for host.com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0.000/0.600/1.000/0.490 ms 

1.11.2  动态域名解析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为了避免记忆复杂的 IPv6 地址，Device 希望通过便于记忆的域名访问某一主机。如果网络中存在

域名服务器，则可以利用动态域名解析功能，实现通过域名访问主机。 

在本例中： 

• 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是 2::2/64，域名服务器上存在 com 域，且 com 域中包含域名“host”
和 IPv6 地址 1::1/64 的对应关系。 

• Device 作为 DNS 客户端，使用动态域名解析功能，将域名解析为 IPv6 地址。 

• Device 上配置域名后缀 com，以便简化访问主机时输入的域名，例如通过输入 host 即可访问

域名为 host.com、IPv6 地址为 1::1/64 的主机 Host。 

2. 组网图 

图1-11 动态域名解析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在开始下面的配置之前，假设设备与主机之间的路由可达，设备和主机都已经配置完毕，接口

IPv6 地址如 图 1-11所示。 

• 不同域名服务器的配置方法不同，下面仅以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为例，说明域名服务器

的配置方法。配置之前，需确保 DNS 服务器支持 IPv6 DNS 功能，以便处理 IPv6 域名解析报

文；且 DNS 服务器的接口可以转发 IPv6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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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域名服务器 

# 进入域名服务器配置界面。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程序/管理工具/DNS]。 

# 创建区域 com。 

如 图 1-12 所示，右键点击[正向查找区域]，选择[新建区域]，按照提示创建新的区域com。 

图1-12 创建区域 

 
 

如 图 1-13 所示，右键点击区域[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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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新建主机 

 
 

选择[新建主机]，弹出如 图 1-14 的对话框，输入域名和IPv6 地址 1::1。单击<添加主机>可
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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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添加域名和 IPv6 地址的映射 

 

 

(2) 配置 DNS 客户端 Device 

#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为 2::2。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ipv6 dns server 2::2 

# 配置域名后缀 com。 
[Device] dns domain com 

4. 验证配置 

# 在设备上执行 ping ipv6 host 命令，可以 ping 通主机，且对应的目的地址为 1::1。 
[Device] ping ipv6 host 

Ping6(56 data bytes) 3::1 --> 1::1,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1::1, icmp_seq=0 hlim=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1, icmp_seq=1 hlim=128 time=0.000 ms 

56 bytes from 1::1, icmp_seq=2 hlim=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1, icmp_seq=3 hlim=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1::1, icmp_seq=4 hlim=128 time=0.000 ms 

 

--- Ping6 statistics for host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0.000/0.600/1.000/0.49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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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DNS proxy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某局域网内拥有多台设备，每台设备上都指定了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以便直接通过域名访问

外部网络。当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发生变化时，网络管理员需要更改局域网内所有设备上配置

的域名服务器 IPv6 地址，工作量将会非常巨大。 

通过 DNS proxy 功能，可以大大减少网络管理员的工作量。当域名服务器 IPv6 地址改变时，只需

更改 DNS proxy 上的配置，即可实现局域网内设备通过新的域名服务器解析域名。 

在本例中，具体配置步骤为： 

(1) 局域网中的某台设备 Device A 配置为 DNS proxy，DNS proxy 上指定域名服务器 IPv6 地址

为真正的域名服务器的地址 4000::1 

(2) 局域网中的其他设备（如 Device B）上，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配置为 DNS proxy 的地址，

域名解析报文将通过 DNS proxy 转发给真正的域名服务器。 

2. 组网图 

图1-15 DNS proxy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在开始下面的配置之前，假设设备与域名服务器、主机之间的路由可达，并已按照 图 1-9配置各接

口的IPv6 地址。 

 

(1) 配置域名服务器 

不同的域名服务器的配置方法不同。Windows Server 2008 R2 作为域名服务器时，配置方法

请参见“1.11.2  动态域名解析配置举例”。 

(2) 配置 DNS 代理 Device A 

#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为 4000::1。 
<DeviceA>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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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 ipv6 dns server 4000::1 

# 开启 DNS proxy 功能。 
[DeviceA] dns proxy enable 

(3) 配置 DNS 客户端 Device B 

# 配置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为 2000::2。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ipv6 dns server 2000::2 

4. 验证配置 

# 在 Device B 上执行 ping host.com 命令，可以 ping 通主机，且对应的目的地址为 3000::1。 
[DeviceB] ping host.com 

Ping6(56 data bytes) 2000::1 --> 3000::1,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3000::1, icmp_seq=0 hlim=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3000::1, icmp_seq=1 hlim=128 time=0.000 ms 

56 bytes from 3000::1, icmp_seq=2 hlim=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3000::1, icmp_seq=3 hlim=128 time=1.000 ms 

56 bytes from 3000::1, icmp_seq=4 hlim=128 time=0.000 ms 

 

--- Ping6 statistics for host com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0.000/0.600/1.000/0.490 ms 

1.12  域名解析常见故障处理 

1.12.1  无法解析到正确的IP地址 

1. 故障现象 

配置了动态域名解析，但不能根据域名解析到正确的 IP 地址。 

2. 故障分析 

DNS 客户端需要和域名服务器配合使用，才能根据域名解析到正确的 IP 地址。 

3. 处理过程 

• 执行命令 display dns host ip，检查动态域名缓存信息是否存在指定域名。 

• 如果不存在要解析的域名，检查 DNS 客户端是否和域名服务器通信正常，域名服务器是否工

作正常。 

• 如果存在要解析的域名，但地址不对，则检查 DNS 客户端所配置的域名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

否正确。 

• 检查域名服务器所设置的域名和地址映射表是否正确。 

1.12.2  无法解析到正确的IPv6 地址 

1. 故障现象 

配置了动态域名解析，但不能根据域名解析到正确的 IPv6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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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分析 

DNS 客户端需要和域名服务器配合使用，才能根据域名解析到正确的 IPv6 地址。 

3. 处理过程 

• 执行命令 display dns host ipv6，检查动态域名缓存信息是否存在指定域名。 

• 如果不存在要解析的域名，检查 DNS 客户端是否和域名服务器通信正常，域名服务器是否工

作正常。 

• 如果存在要解析的域名，但地址不对，则检查 DNS 客户端所配置的域名服务器的 IPv6 地址

是否正确。 

• 检查域名服务器所设置的域名和地址映射表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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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转发基础 

1.1  IP转发表简介 

FIB（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转发信息库）表用来指导 IP 报文转发。 

路由器通过路由表选择路由，把优选路由下发到 FIB 表中，通过 FIB 表指导 IP 报文转发。FIB 表中

每条转发表项都指明了要到达某子网或某主机的报文的下一跳 IP 地址以及出接口。 

关于路由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路由配置指导”中的“IP 路由基础”。 

通过命令 display fib 可以查看 FIB 表的信息，例如： 
<Sysname> display fib 

 

Destination count: 4 FIB entry count: 4 

 

Flag: 

  U:Usable   G:Gateway   H:Host   B:Blackhole   D:Dynamic   S:Static 

  R:Relay     F:FRR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Flag     OutInterface/Token       Label 

10.2.0.0/16        10.2.1.1        U        GE1/0/1                  Null 

10.2.1.1/32        127.0.0.1       UH       InLoop0                  Null 

127.0.0.0/8        127.0.0.1       U        InLoop0                  Null 

127.0.0.1/32       127.0.0.1       UH       InLoop0                  Null 

 

FIB 表中包含了下列关键项： 

• Destination：目的地址。用来标识 IP 报文的目的地址或目的网络。 

• Mask：网络掩码。与目的地址一起来标识目的主机或路由器所在的网段的地址。将目的地址

和网络掩码“逻辑与”后可得到目的主机或路由器所在网段的地址。例如：目的地址为

192.168.1.40、掩码为 255.255.255.0 的主机或路由器所在网段的地址为 192.168.1.0。掩码

由若干个连续“1”构成，既可以用点分十进制法表示，也可以用掩码中连续“1”的个数来

表示。 

• NextHop：转发的下一跳地址。 

• Flag：路由的标志。 

• OutInterface：转发接口。指明 IP 报文将从哪个接口转发。 

• Token：LSP（Label Switched Path，标签交换路径）索引号。 

• Label：内层标签值。 

1.2  将当前的IP转发表项保存到用户指定的文件中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保存 IP 转发表项信息到用户指定的文件中时，如果指定的文件不存在，系统会先创建该文件，再

保存；如果已存在，则会覆盖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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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只用来触发一次 IP 转发表项保存到用户指定的文件中。 

如果需要周期性地自动保存 IP 转发表，可以通过配置定时执行任务功能，采用循环执行方式，让

设备在指定时间到达时，自动执行命令。关于配置定时执行任务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

置指导”中“设备管理”。 

2. 配置步骤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将当前的 IP 转发表项保存到用户指定的文件中。 
ip forwarding-table save filename filename 

1.3  IP转发表显示和维护 

查看转发表的信息是定位转发问题的基本方法。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转发表

信息。 

表1-1 IP 转发表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FIB表项的信息 display fib  [ i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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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转发 

1.1  快速转发简介 

报文转发效率是衡量设备性能的一项关键指标。按照常规流程，设备收到一个报文后，根据报文的

目的地址寻找路由表中与之匹配的路由，然后确定一条最佳的路径，同时还将报文按照数据链路层

上使用的协议进行封装，最后进行报文转发。 

快速转发是采用高速缓存来处理报文，采用了基于数据流的技术。 

快速转发根据报文中的信息（比如源 IP 地址、目的 IP 地址、源端口、目的端口、IP 协议号等）来

标识一条数据流。当一条数据流的第一个报文通过查找路由表转发后，在高速缓存中生成相应的转

发信息，该数据流后续报文的转发就可以通过直接查找快速转发表进行转发。这样便大大缩减了 IP
报文的排队流程，减少报文的转发时间，提高 IP 报文的转发速率。 

1.2  快速转发配置限制和指导 

快速转发能处理已经分片的 IP 报文，但不支持对 IP 报文的再分片。 

1.3  配置快速转发表项的老化时间 

1. 功能简介 

快速转发表中的表项并非永远有效，每一条记录都有一个生存周期，到达生存周期仍得不到刷新的

记录将从快速转发表中删除，这个生存周期被称作老化时间。如果在到达老化时间前纪录被刷新，

则重新计算老化时间。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快速转发表项的老化时间。 
ip fast-forwarding aging-time aging-time 

缺省情况下，快速转发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30 秒。 

1.4  配置快速转发负载分担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处于开启状态，快速转发根据报文中的信息来标识一条数据流；

关闭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后，快速转发根据报文中的信息和入接口来标识一条数据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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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 

ip fast-forwarding load-sharing 

 关闭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 
undo ip fast-forwarding load-sharing 

缺省情况下，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5  快速转发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快速转发配置后的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快速转发表中的内容。 

表1-1 快速转发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快速转发表项的老化时间 display ip fast-forwarding aging-time 

显示快速转发表信息 display ip fast-forwarding cache [ ip-address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分片报文快速转发表信息 display ip fast-forwarding fragcache 
[ ip-address ]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快速转发表信息 reset ip fast-forwarding cache [ slot 
slo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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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性能优化 

1.1  IP性能优化配置任务简介 

如下所有配置均为可选，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置。 

• 配置 IP 报文功能 

 配置允许接口转发直连网段的定向广播报文 

 配置接口发送IPv4 报文的MTU 

 开启IP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 

本功能适用于 IRF 组网环境。 

• 配置 ICMP 报文功能 

 配置ICMP差错报文发送功能 

 配置ICMP差错报文发送的令牌刷新周期和令牌桶容量 

 配置ICMP分片报文转发功能 

 指定ICMP报文源地址 

• 配置 TCP 报文功能 

 配置接口的TCP最大报文段长度 

 配置TCP连接的Path MTU探测功能 

 开启SYN Cookie功能 

 配置TCP连接的缓冲区大小 

 配置TCP定时器 

1.2  配置允许接口转发直连网段的定向广播报文 

1.2.1  功能简介 

定向广播报文是指发送给特定网络的广播报文。该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中网络号码字段为特定网络的

网络号，主机号码字段为全 1。 

在转发定向广播报文的情况下，如果在接口上配置了此命令，设备从其他接口接收到目的地址为此

接口直连网段的定向广播报文时，会从此接口转发此类报文。 

黑客可以利用定向广播报文来攻击网络系统，给网络的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但在某些应用环境

下，设备接口需要转发这类定向广播报文，例如： 

• 使用 UDP Helper 功能，将广播报文转换为单播报文发送给指定的服务器。 

• 使用 Wake on LAN（网络唤醒）功能，发送定向广播报文唤醒远程网络中的计算机。 

在上述情况下，用户可以通过命令配置接口允许转发直连网段的定向广播报文。 

1.2.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1-2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允许接口转发面向直连网段的定向广播报文。 
ip forward-broadcast [ acl acl-number ] 

缺省情况下，设备禁止转发直连网段的定向广播报文。 

1.2.3  允许接口转发直连网段的定向广播报文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 所示，Host的接口和Switch A的VLAN接口 3 处于同一个网段（1.1.1.0/24），Switch A的
VLAN接口 2 和Switch B的VLAN接口 2 处于另外一个网段（2.2.2.0/24）。Host上配置默认网关为

Switch A的VLAN接口 3 的地址（1.1.1.2/24）。 

要求通过配置使得 Switch B 可以收到 Host 发送的定向广播报文。 

2. 组网图 

图1-1 配置转发定向广播报文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 接口 3 和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A-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1.1.2 24 

[SwitchA-Vlan-interface3]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2.2.2 24 

# 配置允许 VLAN 接口 2 转发面向直连网段的定向广播报文。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forward-broadcast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Switch B 到 Host 的静态路由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 route-static 1.1.1.1 24 2.2.2.2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2.2.2.1 24 

配置完成以后，在 Host 上 ping Switch A 的 VLAN 接口 2 所在子网网段的广播地址（2.2.2.255）时，

Switch B 的 VLAN 接口 2 可以收到该报文。取消掉 ip forward-broadcast 的配置，Switch B
的 VLAN 接口 2 就不能收到该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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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配置接口发送IPv4报文的MTU 

1. 功能简介 

当设备使用某个接口发送报文时，发现报文长度大于该接口的发送 IPv4 报文的 MTU 值，则进行下

列处理： 

• 如果报文不允许分片，则将报文丢弃； 

• 如果报文允许分片，则将报文进行分片转发。 

为了减轻转发设备在传输过程中的分片和重组数据包的压力，更高效的利用网络资源，请根据实际

组网环境设置合适的接口 MTU 值，以减少分片的发生。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发送 IPv4 报文的 MTU。 
ip mtu mtu-siz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接口发送 IPv4 报文的 MTU。 

1.4  开启IP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 

1. 功能简介 

多台设备组成的 IRF 环境下，当某成员设备收到目的为本 IRF 设备的 IP 分片报文时，需要把分片

报文送到主设备进行重组，这样会导致报文重组性能较低的问题。当开启 IP 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

后，分片报文会在该成员设备上直接进行报文重组，这样就能提高分片报文的重组性能。开启 IP
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后，如果分片报文是从设备上不同的成员设备进入的，会导致 IP 分片报文本

地无法重组成功。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IP 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 
ip reassemble local enable 

缺省情况下，IP 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  配置ICMP差错报文发送功能 

1.5.1  功能简介 

ICMP 报文通常被网络层或传输层协议用来在异常情况发生时通知相应设备，从而便于进行控制管

理。ICMP 差错报文的发送虽然方便了网络的控制管理，但是也存在缺限：发送大量的 ICMP 报文，

增大网络流量；如果有用户发送 ICMP 差错报文进行恶意攻击，会导致设备性能下降或影响正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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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了避免上述现象发生，缺省情况下，ICMP 差错报文发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用户可以根据

需要开启 ICMP 差错报文发送功能。 

ICMP 差错报文包括重定向报文、超时报文和目的不可达报文。 

1.5.2  开启ICMP重定向报文发送功能 

1. 功能简介 

ICMP 重定向报文发送功能可以简化主机的管理，使具有很少选路信息的主机逐渐建立较完善的路

由表，从而找到最佳路由。 

主机启动时，它的路由表中可能只有一条到缺省网关的缺省路由。当满足一定的条件时，缺省网关

会向源主机发送 ICMP 重定向报文，通知主机重新选择正确的下一跳进行后续报文的发送。 

满足下列条件时，设备会发送 ICMP 重定向报文： 

• 接收和转发数据报文的接口是同一接口； 

• 被选择的路由本身没有被 ICMP 重定向报文创建或修改过； 

• 被选择的路由不是到默认目的地（0.0.0.0）的路由； 

• 数据报文中没有源路由选项。 

ICMP 重定向报文发送功能可以简化主机的管理，使具有很少选路信息的主机逐渐建立较完善的路

由表，从而找到最佳路由。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ICMP 重定向报文发送功能。 
ip redirects enable 

缺省情况下，ICMP 重定向报文发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3  开启ICMP超时报文发送功能 

1. 功能简介 

ICMP 超时报文发送功能是在设备收到 IP 数据报文后，如果发生超时差错，则将报文丢弃并给源端

发送 ICMP 超时差错报文。 

设备在满足下列条件时会发送 ICMP 超时报文： 

• 设备收到 IP 数据报文后，如果报文的目的地不是本地且报文的 TTL 字段是 1，则发送“TTL
超时”ICMP 差错报文； 

• 设备收到目的地址为本地的 IP 数据报文的第一个分片后，启动定时器，如果所有分片报文到

达之前定时器超时，则会发送“重组超时”ICMP 差错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关闭 ICMP 超时报文发送功能后，设备不会再发送“TTL 超时”ICMP 差错报文，但“重组超时”

ICMP 差错报文仍会正常发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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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开启 ICMP 超时报文发送功能。 
ip ttl-expires enable 

缺省情况下，ICMP 超时报文发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4  开启ICMP目的不可达报文发送功能 

1. 功能简介 

ICMP 目的不可达报文发送功能是在设备收到 IP 数据报文后，如果发生目的不可达的差错，则将报

文丢弃并给源端发送 ICMP 目的不可达差错报文。 

设备在满足下列条件时会发送目的不可达报文： 

• 设备在转发报文时，如果在路由表中未找到对应的转发路由，且路由表中没有缺省路由，则

给源端发送“网络不可达”ICMP 差错报文； 

• 设备收到目的地址为本地的数据报文时，如果设备不支持数据报文采用的传输层协议，则给

源端发送“协议不可达”ICMP 差错报文； 

• 设备收到目的地址为本地、传输层协议为 UDP 的数据报文时，如果报文的端口号与正在使用

的进程不匹配，则给源端发送“端口不可达”ICMP 差错报文； 

• 源端如果采用“严格的源路由选择”发送报文，当中间设备发现源路由所指定的下一个设备

不在其直接连接的网络上，则给源端发送“源站路由失败”的 ICMP 差错报文； 

• 设备在转发报文时，如果转发接口的 MTU 小于报文的长度，但报文被设置了不可分片，则给

源端发送“需要进行分片但设置了不分片比特”ICMP 差错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开启 DHCP 服务后，在未发送 ICMP 回显请求（ECHO-REQUEST）报文情况下，收到非法 ICMP
回显应答（ECHO-REPLY）报文，此时设备不会回应“协议不可达”ICMP 差错报文报文。关于

DHC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ICMP 目的不可达报文发送功能。 
ip unreachables enable 

缺省情况下，ICMP 目的不可达报文发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6  配置ICMP差错报文发送的令牌刷新周期和令牌桶容量 

1. 功能简介 

如果网络中短时间内发送的 ICMP 差错报文过多，将可能导致网络拥塞。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用户

可以控制设备在指定时间内发送 ICMP 差错报文的最大数目，目前采用令牌桶算法来实现。 

用户可以设置令牌桶的容量，即令牌桶中可以同时容纳的令牌数；同时可以设置令牌桶的刷新周期，

即每隔多长时间发放一个令牌到令牌桶中，直到令牌桶中的令牌数达到配置的容量。一个令牌表示

允许发送一个 ICMP 差错报文，每当发送一个 ICMP 差错报文，则令牌桶中减少一个令牌。如果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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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送的 ICMP 差错报文超过了令牌桶的容量，则后续的 ICMP 差错报文将不能被发送出去，直到

按照所设置的刷新频率将新的令牌放入令牌桶中。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发送 ICMP 差错报文对应的令牌刷新周期和令牌桶容量。 
ip icmp error-interval interval [ bucketsize ] 

缺省情况下，令牌刷新周期为 100 毫秒，令牌桶容量为 10。 

刷新周期为 0 时，表示不限制 ICMP 差错报文的发送。 

1.7  配置ICMP分片报文转发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防止 ICMP 分片报文攻击，用户可以关闭设备的 ICMP 分片报文转发功能，对于收到的 ICMP
分片报文不进行转发。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关闭 ICMP 分片报文转发功能。 
ip icmp fragment discarding 

缺省情况下，ICMP 分片报文转发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8  指定ICMP报文源地址 

1. 功能简介 

在网络中 IP 地址配置较多的情况下，收到 ICMP 报文时，用户很难根据报文的源 IP 地址判断报文

来自哪台设备。为了简化这一判断过程，可以指定 ICMP 报文源地址。用户配置特定地址（如环回

口地址）为 ICMP 报文的源地址，可以简化判断。 

设备发送 ICMP 差错报文（TTL 超时、端口不可达和参数错误等）和 ping echo request 报文时，都

可以通过上述命令指定报文的源地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发送 ping echo request 报文时，如果 ping 命令中已经指定源地址，则使用该源地址，否则使

用 ip icmp source 配置的源地址。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 ICMP 报文源地址。 
ip icmp source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ICMP 报文源地址。设备使用出接口 IP 地址作为 ICMP 报文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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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配置接口的TCP最大报文段长度 

1. 功能简介 

TCP 最大报文段长度（Maximum Segment Size，MSS）表示 TCP 连接的对端发往本端的最大 TCP
报文段的长度，目前作为 TCP 连接建立时的一个选项来协商：当一个 TCP 连接建立时，连接的双

方要将 MSS 作为 TCP 报文的一个选项通告给对端，对端会记录下这个 MSS 值，后续在发送 TCP
报文时，会限制 TCP 报文的大小不超过该 MSS 值。当对端发送的 TCP 报文的长度小于本端的 TCP
最大报文段长度时，TCP 报文不需要分段；否则，对端需要对 TCP 报文按照最大报文段长度进行

分段处理后再发给本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用户可以通过下面的命令配置接口的 TCP 最大报文段长度，配置后该接口接收和发送的 TCP
报文的大小都不能超过该值。 

• 该配置仅对新建的 TCP 连接生效，对于配置前已建立的 TCP 连接不生效。 

• 该配置仅对 IP 报文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的 TCP 最大报文段长度。 
tcp mss valu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接口的 TCP 最大报文段长度。 

1.10  配置TCP连接的Path MTU探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过开启 TCP 连接的 Path MTU 探测功能，用户可确定 TCP 路径上从源端到目的端的最小 MTU
（Path MTU），按照 Path MTU 组织 TCP 分段长度，避免 IP 分片的发生。为了在 Path MTU 增大

时，减少资源浪费，可以开启 Path MTU 老化定时器，保证设备尽量按照 TCP 路径允许的最大报

文长度发送数据。 

RFC 1191 中规定的 TCP 连接的 Path MTU 探测机制如下： 

(1) TCP 源端将发送的 TCP 数据段的外层 IP 报文设置 DF（不可分片）标记。 

(2) 如果 TCP 路径上某路由器的出接口 MTU 值小于该 IP 报文长度，则会丢弃报文，并给 TCP
源端发送 ICMP 差错报文，报文中会携带该出接口 MTU 值。 

(3) TCP 源端通过解析该 ICMP 差错报文，可知 TCP 路径上当前最小的单向 MTU 值。 

(4) 后续TCP源端发送数据段的长度不超过MSS。其中，MSS＝最小MTU值－IP头部长度－TCP
头部长度。 

当 MSS 已经达到系统规定的最小的 32 字节后，如果再次收到减少 MSS 的 ICMP 差错报文，系统

将允许该 TCP 连接发送的报文进行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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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 ICMP 差错报文的路由器可能不支持 RFC 1191，其产生的 ICMP 差错报文中的出接口 MTU 字

段值为 0，对于这种报文，TCP 源端将按照 RFC 1191 中规定的 MTU 表获取比当前路径 MTU 更小

的值作为计算 TCP MSS 的基础。MTU 表的内容为（单位为字节）：68、296、508、1006、1280、
1492、2002、4352、8166、17914、32000、65535（由于系统规定的 TCP 最小 MSS 为 32，所

以对应最小的 MTU 实际为 72 字节）。 

Path MTU 的老化机制如下： 

• 当 TCP 源端收到 ICMP 差错报文后，除了减小 Path MTU 值，同时会为该 Path MTU 值启动

老化定时器。 

• 当该定时器超时后，系统将按照 RFC 1191 规定的 MTU 表依次递增 TCP 的 MSS 值。 

• 如果增加一次 MSS 之后的 2 分钟内未收到 ICMP 差错报文，则继续递增，直到 MSS 增长到

对端在 TCP 三次握手阶段通告的 MSS 值。 

2. 配置准备 

TCP 连接的 Path MTU 探测功能依赖 IP 报文的 DF 标记位设置后触发 ICMP 差错报文，因此需要

TCP 路径上的所有设备打开 ICMP 差错报文发送功能（ip unreachables enable），以确保 ICMP
差错报文可以发送到 TCP 源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TCP 连接的 Path MTU 探测功能。 
tcp path-mtu-discovery [ aging age-time | no-aging ] 

缺省情况下，TCP 连接的 Path MTU 探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1  开启SYN Cookie功能 

1. 功能简介 

SYN Cookie 功能用来防止 SYN Flood 攻击。SYN Flood 攻击中，攻击者向设备发送大量请求建立

TCP 连接的 SYN 报文，而不回应设备的 SYN ACK 报文，导致设备上建立了大量的 TCP 半连接。

从而，达到耗费设备资源，使设备无法处理正常业务的目的。配置 SYN Cookie 功能后，当设备收

到 TCP 连接请求时，不建立 TCP 半连接，而直接向发起者回复 SYN ACK 报文。设备接收到发起

者回应的 ACK 报文后，建立连接，并进入 ESTABLISHED 状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在设备

上建立大量的 TCP 半连接，防止设备受到 SYN Flood 攻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SYN Cookie 功能。 
tcp syn-cookie enable 

缺省情况下，SYN Cookie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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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配置TCP连接的缓冲区大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TCP 连接的接收和发送缓冲区的大小。 
tcp window window-size 

缺省情况下，TCP 连接的接收和发送缓冲区大小为 63KB。 

1.13  配置TCP定时器 

1. TCP定时器简介 

可以配置的 TCP 定时器包括： 

• synwait 定时器：当发送 SYN 报文时，TCP 启动 synwait 定时器和重传 SYN 报文定时器，当

synwait 定时器超时且 SYN 报文重传未达到最大次数时，如果设备未收到回应报文，则 TCP
连接建立不成功；当 synwait 定时器未超时但是 SYN 报文重传达到最大次数时，如果设备未

收到回应报文，则 TCP 连接建立不成功。 

• finwait 定时器：当 TCP 的连接状态为 FIN_WAIT_2 时，启动 finwait 定时器，如果在定时器

超时前未收到报文，则 TCP 连接终止；如果收到 FIN 报文，则 TCP 连接状态变为 TIME_WAIT
状态；如果收到非 FIN 报文，则从收到的最后一个非 FIN 报文开始重新计时，在超时后中止

连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TCP 的 synwait 定时器超时时间。 
tcp timer syn-timeout time-value 

缺省情况下，synwait 定时器超时时间为 75 秒。 

(3) 配置 TCP 的 finwait 定时器超时时间。 
tcp timer fin-timeout time-value 

缺省情况下，finwait 定时器超时时间为 675 秒。 

1.14  IP性能优化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 IP性能优化功能后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清除 IP、TCP 和 UDP 的流量统计信息。 

表1-1 IP 性能优化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CMP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icmp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ip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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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RawIP连接摘要信息 display rawip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RawIP连接详细信息 display rawip verbose [ slot slot-number [ pcb 
pcb-index ] ] 

显示TCP连接摘要信息 display tcp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TCP连接的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tcp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TCP连接详细信息 display tcp verbose [ slot slot-number [ pcb 
pcb-index ] ] 

显示UDP连接摘要信息 display udp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UDP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udp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UDP连接详细信息 display udp verbose [ slot slot-number [ pcb 
pcb-index ] ] 

清除IP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ip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TCP连接的流量统计信息 reset tcp statistics 

清除UDP流量统计信息 reset udp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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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DP Helper 
1.1  UDP Helper简介 

UDP Helper（UDP 中继转发）功能包括以下部分： 

• 广播转单播 UDP Helper：将指定 UDP 端口的广播报文转换为单播报文。 

• 广播转组播 UDP Helper：将指定 UDP 端口的广播报文转换为组播报文。 

1.2  配置广播转单播UDP Helper 

1. 功能简介 

当网络中的主机需要通过发送广播报文，来获得网络配置或查询网络中其他设备的名称，但是，主

机与服务器或待查询的设备不在同一个广播域时，主机就无法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为解决上述问题，设备提供了广播转单播 UDP Helper 功能。通过该功能可以实现对指定 UDP 端口

的广播报文进行中继转发，即将指定 UDP 端口的广播报文转换为单播报文发送给指定的目的服务

器，起到中继的作用。 

开启广播转单播 UDP Helper 功能后，如果设备接收到 UDP 广播报文，将根据报文的 UDP 目的端

口号来判断是否要对其中继转发，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 如果报文的 UDP 目的端口号与配置的需要中继转发的 UDP 端口号匹配，则复制一份报文，

修改 IP 报文头的目的 IP 地址，将报文发给指定的目的服务器； 

• 如果报文的 UDP 目的端口号与配置的需要中继转发的 UDP 端口号不匹配，则不对报文进行

处理。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UDP Helper 功能。 
udp-help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UDP Helper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需要中继转发的报文的目的 UDP 端口。 
udp-helper port { port-number | dns | netbios-ds | netbios-ns | tacacs | 
tftp | 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需要中继转发的报文的目的 UDP 端口。 

UDP Helper 功能不能中继转发 DHCP 广播报文，即中继转发的 UDP 端口不能配置为 67 和

68。 

设备上最多可以配置 256 个需要中继转发的 UDP 端口。 

(4)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5) 配置广播转单播中继转发的目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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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p-helper server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广播转单播中继转发的目的服务器。 

请在接收广播报文的入接口上配置广播转单播中继转发目的服务器。 

一个接口上最多可以配置的广播中继个数为 20 个（包括广播转单播和广播转组播）。 

1.3  配置广播转组播UDP Helper 

1. 功能简介 

在某些特定组网下，网络中的中间设备通过广播转发报文，边缘设备通过组播转发报文，在广播转

发的最后一跳可以通过配置广播转组播 UDP Helper 将广播报文转换成组播报文。 

配置广播转组播 UDP Helper 功能后，当设备收到 UDP 广播报文时，如果该报文的 UDP 目的端口

号与配置的需要中继转发的 UDP 端口号匹配，则查找配置的广播到组播的映射，如果查找成功则

复制一份报文，修改 IP 报文头的目的 IP 地址为组播地址，将报文组播出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UDP Helper 功能。 
udp-help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UDP Helper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需要中继转发的报文的目的 UDP 端口。 
udp-helper port { port-number | dns | netbios-ds | netbios-ns | tacacs | 
tftp | 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需要中继转发的报文的目的 UDP 端口。 

UDP Helper 功能不能中继转发 DHCP 广播报文，即中继转发的 UDP 端口不能配置为 67 和

68。 

设备上最多可以配置 256 个需要中继转发的 UDP 端口。 

(4)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5) 配置广播转组播中继转发。 
udp-helper broadcast-map multicast-address [ acl acl-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广播转组播中继转发。 

请在接收广播报文的入接口上配置广播转组播中继转发。 

一个接口上最多可以配置的广播中继个数为 20 个（包括广播转单播和广播转组播）。 

1.4  UDP Helper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广播转单播 UDP Helper 功能

后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广播转单播中继转发的报文统计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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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UDP Helper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广播转单播中继转发的相关信息 display udp-helper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清除广播转单播中继转发的报文统计数目 reset udp-helper statistics 

 

1.5  UDP Helper典型配置举例 

1.5.1  广播转单播UDP Helper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 所示，Switch A的VLAN接口 1 的IP地址为 10.110.1.1/16，连接到网段 10.110.0.0/16。配

置将目的UDP端口号为 55 的广播报文，中继转发到目的服务器 10.2.1.1/16。 

2. 组网图 

图1-1 广播转单播 UDP Helper 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用户需保证 Switch A 到网段 10.2.0.0/16 路由可达。 

 

 # 开启 UDP Helper 功能。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udp-helper enable 

# 配置需要中继转发的报文的目的 UDP 端口为 55。 
[SwitchA] udp-helper port 55 

# 配置接口地址为 10.110.1.1/16，且接口允许接收定向广播报文。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0.110.1.1 16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 forward-broadcast 

# 配置广播转单播中继转发的目的服务器地址为 10.2.1.1。 
[SwitchA-Vlan-interface1] udp-helper server 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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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 

# 显示 VLAN 接口 1 的 UDP 中继转发相关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1] display udp-helper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Interface                Server VPN instance           Server address Packets sent 

Vlan-interface1          N/A                           10.2.1.1       5 

1.5.2  广播转组播UDP Helper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1-2所示，Switch A的VLAN接口1的IP地址为10.110.1.1/16，连接到网段10.110.0.0/16，Switch 
B的VLAN接口 1 在组播组 225.1.1.1 里。 

配置将目的 UDP 端口号为 55 的广播报文，转换为目的地址为 225.1.1.1 的组播报文。 

2. 组网图 

图1-2 UDP Helper 广播转组播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用户需保证 Switch A 到网段 10.2.0.0/16 路由可达。 

 

# 开启 UDP Helper 功能。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udp-helper enable 

# 配置需要中继转发的报文的目的 UDP 端口为 55。 
[SwitchA] udp-helper port 55 

# 配置接口地址为 10.110.1.1/16，且接口允许接收定向广播报文。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0.110.1.1 16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 forward-broadcast 

# 配置广播转组播中继转发的组播地址为 225.1.1.1。 
[SwitchA-Vlan-interface1] udp-helper broadcast-map 225.1.1.1 

[SwitchA-Vlan-interface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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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局配置开启组播路由，在广播报文的入接口上配置组播协议 PIM-DM，允许组播转发，并将入

接口加入组播组 225.1.1.1。 
[SwitchA] multicast routing  

[SwitchA-mrib]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pim dm 

[SwitchA-Vlan-interface1] igmp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 igmp static-group 225.1.1.1 

[SwitchA-Vlan-interface1] quit 

# 在交换机 A 的 VLAN 接口 2 上配置组播协议，允许转换后的组播报文从该口出。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pim dm 

[SwitchA-Vlan-interface2] igmp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2] igmp static-group 225.1.1.1 

4. 验证配置 

通过抓包，分析发现 Switch B 能接收到来自 SwitchA 转发的组播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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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v6 基础 

1.1  IPv6简介 

IPv6（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互联网协议版本 6）是网络层协议的第二代标准协议，也被称

为 IPng（IP Next Generation，下一代互联网协议），它是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设计的一套规范，是 IPv4 的升级版本。IPv6 和 IPv4 之间 显著的区别为：IP
地址的长度从 32 比特增加到 128 比特。 

1.1.1  IPv6 协议特点 

1. 简化的报文头格式 

通过将 IPv4 报文头中的某些字段裁减或移入到扩展报文头，减小了 IPv6 基本报文头的长度。IPv6
使用固定长度的基本报文头，从而简化了转发设备对 IPv6 报文的处理，提高了转发效率。尽管 IPv6
地址长度是 IPv4 地址长度的四倍，但 IPv6 基本报文头的长度只有 40 字节，为 IPv4 报文头长度（不

包括选项字段）的两倍。 

图1-1 IPv4 报文头和 IPv6 基本报文头格式比较 

 
 

2. 充足的地址空间 

IPv6 的源地址与目的地址长度都是 128 比特（16 字节）。它可以提供超过 3.4×1038种可能的地址空

间，完全可以满足多层次的地址划分需要，以及公有网络和机构内部私有网络的地址分配。 

3. 层次化的地址结构 

IPv6 的地址空间采用了层次化的地址结构，有利于路由快速查找，同时可以借助路由聚合，有效减

少 IPv6 路由表占用的系统资源。 

4. 地址自动配置 

为了简化主机配置，IPv6 支持有状态地址配置和无状态地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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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状态地址配置是指从服务器（如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及相关信息，详细介绍请

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v6”； 

• 无状态地址配置是指主机根据自己的链路层地址及路由器发布的前缀信息自动配置 IPv6 地址

及相关信息。 

同时，主机也可根据自己的链路层地址及默认前缀（FE80::/10）形成链路本地地址，实现与本链路

上其他主机的通信。 

5. 内置安全性 

IPv6 将 IPsec 作为它的标准扩展头，可以提供端到端的安全特性。这一特性也为解决网络安全问题

提供了标准，并提高了不同 IPv6 应用之间的互操作性。 

6. 支持QoS 

IPv6 报文头的流标签（Flow Label）字段实现流量的标识，允许设备对某一流中的报文进行识别并

提供特殊处理。 

7. 增强的邻居发现机制 

IPv6 的邻居发现协议是通过一组 ICMPv6（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for IPv6，IPv6 互联

网控制消息协议）消息实现的，管理着邻居节点间（即同一链路上的节点）信息的交互。它代替了

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地址解析协议）、ICMPv4 路由器发现和 ICMPv4 重定向消息，

并提供了一系列其他功能。 

8. 灵活的扩展报文头 

IPv6 取消了 IPv4 报文头中的选项字段，并引入了多种扩展报文头，在提高处理效率的同时还大大

增强了 IPv6 的灵活性，为 IP 协议提供了良好的扩展能力。IPv4 报文头中的选项字段 多只有 40
字节，而 IPv6 扩展报文头的大小只受到 IPv6 报文大小的限制。 

1.1.2  IPv6 地址介绍 

1. IPv6 地址表示方式 

IPv6 地址被表示为以冒号（:）分隔的一连串 16 比特的十六进制数。每个 IPv6 地址被分为 8 组，

每 组 的 16 比 特 用 4 个 十 六 进 制 数 来 表 示 ， 组 和 组 之 间 用 冒 号 隔 开 ， 比 如 ：

2001:0000:130F:0000:0000:09C0:876A:130B。 

为了简化 IPv6 地址的表示，对于 IPv6 地址中的“0”可以有下面的处理方式： 

• 每组中的前导“0”可以省略，即上述地址可写为 2001:0:130F:0:0:9C0:876A:130B。 

• 如果地址中包含一组或连续多组均为 0 的组，则可以用双冒号“::”来代替，即上述地址可写

为 2001:0:130F::9C0:876A:130B。 

 

在一个 IPv6 地址中只能使用一次双冒号“::”，否则当设备将“::”转变为 0 以恢复 128 位地址时，

将无法确定“::”所代表的 0 的个数。 

 

IPv6 地址由两部分组成：地址前缀与接口标识。其中，地址前缀相当于 IPv4 地址中的网络号码字

段部分，接口标识相当于 IPv4 地址中的主机号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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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前缀的表示方式为：IPv6 地址/前缀长度。其中，前缀长度是一个十进制数，表示 IPv6 地址

左边多少位为地址前缀。 

2. IPv6 的地址分类 

IPv6 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地址：单播地址、组播地址和任播地址。 

• 单播地址：用来唯一标识一个接口，类似于 IPv4 的单播地址。发送到单播地址的数据报文将

被传送给此地址所标识的接口。 

• 组播地址：用来标识一组接口（通常这组接口属于不同的节点），类似于 IPv4 的组播地址。发

送到组播地址的数据报文被传送给此地址所标识的所有接口。 

• 任播地址：用来标识一组接口（通常这组接口属于不同的节点）。发送到任播地址的数据报文

被传送给此地址所标识的一组接口中距离源节点 近（根据使用的路由协议进行度量）的一

个接口。 

IPv6 中没有广播地址，广播地址的功能通过组播地址来实现。 

IPv6 地址类型是由地址前面几位（称为格式前缀）来指定的，主要地址类型与格式前缀的对应关系

如 表 1-1 所示。 

表1-1 地址类型与格式前缀的对应关系 

地址类型 格式前缀（二进制） IPv6 前缀标识 

单播地址 

未指定地址 00...0  (128 bits) ::/128 

环回地址 00...1  (128 bits) ::1/128 

链路本地地址 1111111010 FE80::/10 

全球单播地址 其他形式 - 

组播地址 11111111 FF00::/8 

任播地址 从单播地址空间中进行分配，使用单播地址的格式 

 

3. 单播地址的类型 

IPv6 单播地址的类型可有多种，包括全球单播地址、链路本地地址等。 

• 全球单播地址等同于 IPv4 公网地址，提供给网络服务提供商。这种类型的地址允许路由前缀

的聚合，从而限制了全球路由表项的数量。 

• 链路本地地址用于邻居发现协议和无状态自动配置中链路本地上节点之间的通信。使用链路

本地地址作为源或目的地址的数据报文不会被转发到其他链路上。 

• 环回地址：单播地址 0:0:0:0:0:0:0:1（简化表示为::1）称为环回地址，不能分配给任何物理接

口。它的作用与在 IPv4 中的环回地址相同，即节点用来给自己发送 IPv6 报文。 

• 未指定地址：地址“::”称为未指定地址，不能分配给任何节点。在节点获得有效的 IPv6 地

址之前，可在发送的 IPv6报文的源地址字段填入该地址，但不能作为 IPv6报文中的目的地址。 

4. 组播地址 

表 1-2 所示的组播地址，是预留的特殊用途的组播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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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预留的 IPv6 组播地址列表 

地址 应用 

FF01::1 表示节点本地范围所有节点的组播地址 

FF02::1 表示链路本地范围所有节点的组播地址 

FF01::2 表示节点本地范围所有路由器的组播地址 

FF02::2 表示链路本地范围所有路由器的组播地址 

 

另外，还有一类组播地址：被请求节点（Solicited-Node）地址。该地址主要用于获取同一链路上

邻居节点的链路层地址及实现重复地址检测。每一个单播或任播 IPv6 地址都有一个对应的被请求

节点地址。其格式为： 

FF02:0:0:0:0:1:FFXX:XXXX 

其中，FF02:0:0:0:0:1:FF 为 104 位固定格式；XX:XXXX 为单播或任播 IPv6 地址的后 24 位。 

5. IEEE EUI-64 格式的接口标识符 

IPv6 单播地址中的接口标识符用来唯一标识链路上的一个接口。目前 IPv6 单播地址基本上都要求

接口标识符为 64 位。 

对于所有 IEEE 802 接口类型（例如，VLAN 接口）的接口，IEEE EUI-64 格式的接口标识符是从接

口的链路层地址（MAC 地址）变化而来的。IPv6 地址中的接口标识符是 64 位，而 MAC 地址是 48
位，因此需要在 MAC 地址的中间位置（从高位开始的第 24 位后）插入十六进制数 FFFE
（1111111111111110）。为了使接口标识符的作用范围与原 MAC 地址一致，还要将 Universal/Local 
(U/L)位（从高位开始的第 7 位）进行取反操作。 后得到的这组数就作为 EUI-64 格式的接口标识

符。 

图1-2 MAC 地址到 EUI-64 格式接口标识符的转换过程 

 

 

对于 Tunnel类型的接口，IEEE EUI-64格式的接口标识符的低 32位为 Tunnel接口的源 IPv4地址，

ISATAP 隧道的接口标识符的高 32 位为 0000:5EFE，其他隧道的接口标识符的高 32 位为全 0。关

于各种隧道的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隧道”。 

对于其他接口类型（例如，Serial 接口）的接口，IEEE EUI-64 格式的接口标识符由设备随机生成。 



 

1-5 

1.1.3  IPv6 PMTU发现 

报文从源端到目的端的传输路径中所经过的链路可能具有不同的 MTU。在 IPv6 中，当报文的长度

大于链路的 MTU 时，报文的分片将在源端进行，从而减轻中间转发设备的处理压力，合理利用网

络资源。 

PMTU（Path MTU，路径MTU）发现机制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从源端到目的端的路径上 小的MTU。

如 图 1-3 所示，PMTU的工作过程为： 

(1) 源端主机按照自己的 MTU 对报文进行分片，之后向目的主机发送报文。 

(2) 中间转发设备接收到该报文进行转发时，如果发现转发报文的接口支持的 MTU 值小于报文长

度，则会丢弃报文，并给源端返回一个 ICMPv6 差错报文，其中包含了转发失败的接口的 MTU。 

(3) 源主机收到该差错报文后，将按照报文中所携带的 MTU 重新对报文进行分片并发送。 

如此反复，直到目的端主机收到这个报文，从而确定报文从源端到目的端路径中的 小 MTU。 

图1-3 PMTU 发现工作过程 

 

 

1.1.4  IPv6 过渡技术介绍 

在 IPv6 成为主流协议之前，首先使用 IPv6 协议栈的网络希望能与当前仍被 IPv4 支撑着的互联网进

行正常通信，因此必须开发出 IPv4 和 IPv6 互通技术以保证 IPv4 能够平稳过渡到 IPv6。互通技术

应该对信息传递做到高效无缝。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过渡技术，这些技术各有特点，用于解决不同

过渡时期、不同环境的通信问题。 

1. 双协议栈 

双协议栈是一种 简单直接的过渡机制。同时支持 IPv4 协议和 IPv6 协议的网络节点称为双协议栈

节点。当双协议栈节点配置 IPv4 地址和 IPv6 地址后，就可以在相应接口上转发 IPv4 和 IPv6 报文。

当一个上层应用同时支持 IPv4 和 IPv6 协议时，根据协议要求可以选用 TCP 或 UDP 作为传输层的

协议，但在选择网络层协议时，它会优先选择 IPv6 协议栈。双协议栈技术适合 IPv4 网络节点之间

或者 IPv6 网络节点之间通信，是所有过渡技术的基础。但是，这种技术要求运行双协议栈的节点

有一个全球唯一的地址，实际上没有解决 IPv4 地址资源匮乏的问题。 

2. 隧道技术 

隧道是一种封装技术，它利用一种网络协议来传输另一种网络协议，即利用一种网络传输协议，将

其他协议产生的数据报文封装在它自己的报文中，然后在网络中传输。关于隧道技术的详细介绍，

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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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AT-PT 

NAT-P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Protocol Translation，附带协议转换的网络地址转换）作用

于 IPv4 和 IPv6 网络边缘的设备上，用于实现 IPv6 与 IPv4 报文的转换。NAT-PT 在 IPv4 和 IPv6
网络之间转换 IP报头的地址，同时根据协议不同对报文做相应的语义翻译，使纯 IPv4节点和纯 IPv6
节点之间能够透明通信。这种技术适用于仅运行 IPv6 的节点和仅运行 IPv4 的节点之间的通信，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 

4. 6PE 

6PE 是一种过渡技术，ISP 可以利用已有的 IPv4 骨干网为分散用户的 IPv6 网络提供接入能力。 

6PE 的主要思想是：6PE（IPv6 Provider Edge，IPv6 供应商边缘）路由器将用户的 IPv6 路由信息

转换为带有标签的 IPv6 路由信息，并且通过 IBGP（Internal Border Gateway Protocol，内部边界

网关协议）会话扩散到 ISP 的 IPv4 骨干网中。6PE 路由器转发 IPv6 报文时，首先会将进入骨干网

隧道的数据流打上标签。隧道可以是 GRE 隧道或者 MPLS LSP 等。 

图1-4 6PE 组网图 

 

 

当 ISP 想利用自己原有的 IPv4/MPLS 网络，使其通过 MPLS 具有 IPv6 流量交换能力时，只需要升

级 PE 路由器就可以了。所以对于运营商来说，使用 6PE 技术作为 IPv6 过渡机制无疑是一个高效

的解决方案，其操作风险也会小得多。 

1.1.5  协议规范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1881：IPv6 Address Allocation Management 

• RFC 1887：An Architecture for IPv6 Unicast Address Allocation 

• RFC 1981：Path MTU Discovery for IP version 6 

• RFC 2375：IPv6 Multicast Address Assignments 

• RFC 2460：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IPv6) Specification 

• RFC 2464：Transmission of IPv6 Packets over Ethernet Networks 

• RFC 2526：Reserved IPv6 Subnet Anycast Addresses 

• RFC 3307：Allocation Guidelines for IPv6 Multicast Addresses 

• RFC 4191：Default Router Preferences and More-Specific Routes 

• RFC 4291：IP Version 6 Addressing Architecture 

• RFC 4443：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ICMPv6) for the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IPv6) 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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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Pv6基础配置任务简介 

IPv6 基础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 IPv6 地址 

请选择以下至少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配置IPv6 全球单播地址 

 配置IPv6 链路本地地址 

 配置IPv6 任播地址 

(2) （可选）配置 PMTU 发现 

 配置接口MTU 

 配置指定地址的静态PMTU 

 配置PMTU老化时间 

(3) （可选）配置 ICMPv6 报文发送参数 

 配置发送ICMPv6 差错报文对应的令牌桶容量和令牌刷新周期 

 配置允许回复组播形式的Echo request报文 

 配置ICMPv6 目的不可达差错报文发送功能 

 配置ICMPv6 超时差错报文发送功能 

 配置ICMPv6 重定向报文发送功能 

 配置ICMPv6 报文指定源地址功能 

(4) （可选）开启IPv6 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 

1.3  配置IPv6全球单播地址 

1.3.1  功能简介 

IPv6 全球单播地址可以通过下面几种方式配置： 

• 采用 EUI-64 格式形成：当配置采用 EUI-64 格式形成 IPv6 地址时，接口的 IPv6 地址的前缀

需要手工配置，而接口 ID 则由接口自动生成。 

• 手工配置：用户手工配置 IPv6 全球单播地址。 

• 引用前缀生成 IPv6 地址：引用前缀生成 IPv6 地址时，接口的 IPv6 地址的前缀可以通过手工

配置或 DHCPv6 动态获取，同时该前缀还会分配给终端设备。 

• 无状态自动配置：根据接收到的 RA 报文中携带的地址前缀信息，自动生成 IPv6 全球单播地

址。 

每个接口可以有多个全球单播地址。 

手工配置的全球单播地址（包括采用 EUI-64 格式形成的全球单播地址）的优先级高于自动生成的

全球单播地址。如果在接口已经自动生成全球单播地址的情况下，手工配置前缀相同的全球单播地

址，不会覆盖之前自动生成的全球单播地址。如果删除手工配置的全球单播地址，设备还可以使用

自动生成的全球单播地址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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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采用EUI-64 格式形成IPv6 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采用 EUI-64 格式形成 IPv6 地址。 
ipv6 address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ipv6-address/prefix-length } 
eui-64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配置 IPv6 全球单播地址。 

1.3.3  手工指定IPv6 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手工指定 IPv6 地址。 
ipv6 address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ipv6-address/prefix-length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配置 IPv6 全球单播地址。 

1.3.4  无状态自动配置IPv6 地址 

1. 功能简介 

在配置了无状态自动配置 IPv6 地址功能后，接口会根据接收到的 RA 报文中携带的地址前缀信息和

接口 ID，自动生成 IPv6 全球单播地址。如果接口是 IEEE 802 类型的接口（例如，以太网接口、

VLAN 接口），其接口 ID 是由 MAC 地址根据一定的规则生成，此接口 ID 具有全球唯一性。对于不

同的前缀，接口 ID 部分始终不变，攻击者通过接口 ID 可以很方便的识别出通信流量是由哪台设备

产生的，并分析其规律，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如果在地址无状态自动配置时，自动生成接口 ID 不断变化的 IPv6 地址，就可以加大攻击的难度，

从而保护网络。为此，设备提供了临时地址功能，使得系统可以生成临时地址。配置该功能后，通

过地址无状态自动配置，IEEE 802 类型的接口可以同时生成两类地址： 

• 公共地址：地址前缀采用 RA 报文携带的前缀，接口 ID 由 MAC 地址产生。接口 ID 始终不变。 

• 临时地址：地址前缀采用 RA 报文携带的前缀，接口 ID 由系统根据 MD5 算法计算产生。接口

ID 不断变化。 

在配置了优先选择临时地址功能前提下发送报文，系统将优先选择临时地址作为报文的源地址。当

临时地址的有效生命期过期后，这个临时地址将被删除，同时，系统会通过 MD5 算法重新生成一

个接口 ID 不同的临时地址。所以，该接口发送报文的源地址的接口 ID 总是在不停变化。如果生成

的临时地址因为 DAD 冲突不可用，就采用公共地址作为报文的源地址。 

临时地址的首选生命期和有效生命期的确定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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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选生命期是如下两个值之中的较小者：“RA 前缀中的首选生命期”和“配置的临时地址首

选生命期减去 DESYNC_FACTOR”。DESYNC_FACTOR 是一个 0～600 秒的随机值。 

• 有效生命期是如下两个值之中的较小者：“RA 前缀中的有效生命期”和“配置的临时地址有

效生命期”。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 RA 报文携带的前缀长度不是 64 位，则该接口自动生成 IPv6 全球单播地址失败。 

设备的接口必须启用地址无状态自动配置功能才能生成临时地址，而且临时地址不会覆盖公共地址，

因此会出现一个接口下有多个前缀相同但是接口 ID 不同的地址。 

如果公共地址生成失败，例如前缀冲突，则不会生成临时地址。 

在接口上开启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功能后，接口通过无状态自动配置方式生成全球单播地址。如果

通过 undo ipv6 address auto 命令关闭该功能，将删除该接口上所有自动生成的全球单播地

址和链路本地地址。 

3. 开启无状态自动配置IPv6 地址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功能，使接口通过无状态自动配置方式生成全球单播地址。 
ipv6 address auto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配置系统生成临时地址，并优先选择临时地址作为报文的源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系统生成临时地址。 
ipv6 temporary-address [ valid-lifetime preferred-lifetime ]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生成临时地址。 

(3) 优先选择临时地址作为报文的源地址。 
ipv6 prefer temporary-address 

缺省情况下，不会用临时地址作为接口发送报文的源地址。 

1.3.5  引用前缀生成接口上的IPv6 地址，并将此前缀分配给终端设备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Pv6 前缀。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手工配置静态的 IPv6 前缀。 
ipv6 prefix prefix-number ipv6-prefix/prefix-length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 IPv6 前缀。 

 配置设备作为 DHCPv6 客户端动态获取 IPv6 前缀，并生成指定编号的 IPv6 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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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方法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v6 客户端”。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引用前缀生成接口上的 IPv6 地址，并将此前缀分配给终端设备。 
ipv6 address prefix-number sub-prefix/prefix-length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引用前缀，也不会向终端设备分配该前缀。 

1.4  配置IPv6链路本地地址 

1.4.1  功能简介 

IPv6 的链路本地地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 

• 自动生成：设备根据链路本地地址前缀（FE80::/10）及接口的链路层地址，自动为接口生成

链路本地地址； 

• 手工指定：用户手工配置 IPv6 链路本地地址。 

1.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接口配置了 IPv6 全球单播地址后，同时会自动生成链路本地地址。且与采用 ipv6 address 

auto link-local 命令生成的链路本地地址相同。此时如果手工指定接口的链路本地地址，则手

工指定的有效。如果删除手工指定的链路本地地址，则接口的链路本地地址恢复为系统自动生成的

地址。 

undo ipv6 address auto link-local命令只能删除使用 ipv6 address auto link-local

命令生成的链路本地地址。即如果此时已经配置了 IPv6 全球单播地址，由于系统会自动生成链路

本地地址，则接口仍有链路本地地址；如果此时没有配置 IPv6 全球单播地址，则接口没有链路本

地地址。 

每个接口只能有一个链路本地地址，为了避免链路本地地址冲突，推荐使用链路本地地址的自动生

成方式。 

配置链路本地地址时，手工指定方式的优先级高于自动生成方式。即如果先采用自动生成方式，之

后手工指定，则手工指定的地址会覆盖自动生成的地址；如果先手工指定，之后采用自动生成的方

式，则自动配置不生效，接口的链路本地地址仍是手工指定的。此时，如果删除手工指定的地址，

则自动生成的链路本地地址会生效。 

1.4.3  配置自动生成链路本地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自动生成链路本地地址。 
ipv6 address auto link-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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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没有链路本地地址。当接口配置了 IPv6 全球单播地址后，会自动生成链

路本地地址。 

1.4.4  手工指定接口的链路本地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手工指定接口的链路本地地址。 
ipv6 address ipv6-address link-local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接口的链路本地地址。 

1.5  配置IPv6任播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IPv6 任播地址。 
ipv6 address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ipv6-address/prefix-length } 
anycast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配置任播地址。 

1.6  配置PMTU发现 

1.6.1  配置接口MTU 

1. 功能简介 

当设备发送报文时，如果发现报文长度比发送该报文的接口的 MTU 值大，则会将其丢弃。如果设

备是作为中间设备转发该报文，同时会将接口的 MTU 值通过 ICMPv6 报文的“Packet Too Big”消

息发给源端主机，源端主机以该值重新发送 IPv6 报文。为减少报文被丢弃带来的额外流量开销，

需要根据实际组网环境设置合适的接口 MTU 值。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 MTU。 
ipv6 mtu siz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接口上发送 IPv6 报文的 M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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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配置指定地址的静态PMTU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为指定的目的IPv6 地址配置静态的PMTU值。当设备作为源端从接口发送报文时，将比较

该接口的MTU与指定目的IPv6 地址的静态PMTU，如果报文长度大于二者中的 小值，则采用此

小值对报文进行分片发送。发送过程中再通过“1.1.3  IPv6 PMTU发现”中的方法动态确定设备作

为源端到目的端主机的PMTU值。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指定 IPv6 地址对应的静态 PMTU 值。 
ipv6 pathmtu ipv6-address valu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 PMTU 值。 

1.6.3  配置PMTU老化时间 

1. 功能简介 

通过“1.1.3  IPv6 PMTU发现”中的方法动态确定设备作为源端到目的端主机的PMTU后，设备将

使用这个MTU值发送后续报文到目的端主机。当PMTU老化时间超时后，源端主机会通过PMTU机

制重新确定发送报文的MTU值。 

2. 配置限制与指导 

该配置对静态 PMTU 不起作用。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PMTU 老化时间。 
ipv6 pathmtu age age-time 

缺省情况下，PMTU 的老化时间是 10 分钟。 

1.7  配置ICMPv6报文发送功能 

1.7.1  配置发送ICMPv6 差错报文对应的令牌桶容量和令牌刷新周期 

1. 功能简介 

如果网络中短时间内发送的 ICMPv6 差错报文过多，将可能导致网络拥塞。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用

户可以控制在指定时间内发送 ICMPv6 差错报文的 大个数，目前采用令牌桶算法来实现。 

用户可以设置令牌桶的容量，即令牌桶中可以同时容纳的令牌数；同时可以设置令牌桶的刷新周期，

即每隔多长时间发放一个令牌到令牌桶中，直到令牌桶中的令牌数达到配置的容量。一个令牌表示

允许发送一个 ICMPv6 差错报文，每当发送一个 ICMPv6 差错报文，则令牌桶中减少一个令牌。如

果连续发送的 ICMPv6 差错报文超过了令牌桶的容量，则后续的 ICMPv6 差错报文将不能被发送出

去，直到按照所设置的刷新频率将新的令牌放入令牌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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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发送 ICMPv6 差错报文对应的令牌桶容量和令牌刷新周期。 
ipv6 icmpv6 error-interval interval [ bucketsize ] 

缺省情况下，令牌桶容量为 10，令牌刷新周期为 100 毫秒。 

刷新周期为 0 时，表示不限制 ICMPv6 差错报文的发送。 

1.7.2  配置允许回复组播形式的Echo request报文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允许回复组播形式的 Echo request 报文。 
ipv6 icmpv6 multicast-echo-reply enable 

缺省情况下，不允许设备回复组播形式的 Echo request 报文。 

1.7.3  配置ICMPv6 目的不可达差错报文发送功能 

1. 功能简介 

ICMPv6 目的不可达报文发送功能是在设备收到 IPv6 数据报文后，如果发生目的不可达的差错，则

将报文丢弃并给源端发送 ICMPv6 目的不可达差错报文。 

设备在满足下列任一条件时会发送目的不可达报文： 

• 设备在转发报文时，如果在路由表中没有找到对应的转发路由，且路由表中没有缺省路由，

则给源端发送“没有到达目的地址的路由”ICMPv6 差错报文； 

• 设备在转发报文时，如果是因为管理策略（例如防火墙过滤、ACL 等）导致无法发送报文时，

则给源端发送“与目的地址的通信被管理策略禁止”ICMPv6 差错报文； 

• 设备在转发报文时，如果报文的目的 IPv6 地址超出源 IPv6 地址的范围（例如，报文的源 IPv6
地址为链路本地地址，报文的目的 IPv6 地址为全球单播地址），会导致报文无法到达目的端，

此时要给源端发送“超出源地址范围”ICMPv6 差错报文； 

• 设备在转发报文时，如果不能解析目的 IPv6 地址对应的链路层地址，则给源端发送“地址不

可达”ICMPv6 差错报文； 

• 设备收到目的地址为本地、传输层协议为 UDP 的数据报文时，如果报文的目的端口号与正在

使用的进程不匹配，则给源端发送“端口不可达”ICMPv6 差错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由于 ICMPv6 目的不可达报文传递给用户进程的信息为不可达信息，如果有用户恶意攻击，可能会

影响终端用户的正常使用。为了避免上述现象发生，可以关闭设备的 ICMPv6 目的不可达报文发送

功能，从而减少网络流量、防止遭到恶意攻击。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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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启设备的 ICMPv6 目的不可达报文的发送功能。 
ipv6 unreachables enable 

缺省情况下，ICMPv6 目的不可达报文发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4  配置ICMPv6 超时差错报文发送功能 

1. 功能简介 

ICMPv6 超时报文发送功能是在设备收到 IPv6 数据报文后，如果发生超时差错，则将报文丢弃并给

源端发送 ICMPv6 超时差错报文。 

设备在满足下列任一条件时会发送 ICMPv6 超时报文： 

• 设备收到 IPv6 数据报文后，如果报文的目的地不是本地且报文的 Hop limit 字段是 1，则发送

“Hop limit 超时”ICMPv6 差错报文； 

• 设备收到目的地址为本地的 IPv6 数据报文的第一个分片后，启动定时器，如果所有分片报文

到达之前定时器超时，则会发送“重组超时”ICMPv6 差错报文。 

如果接收到大量需要发送 ICMPv6 差错报文的恶意攻击报文，设备会因为处理大量该类报文而导致

性能降低。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避免上述现象发生，可以关闭设备的 ICMPv6 超时报文发送功能，从而减少网络流量、防止遭

到恶意攻击。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设备的 ICMPv6 超时报文的发送功能。 
ipv6 hoplimit-expires enable 

缺省情况下，ICMPv6 超时报文发送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7.5  配置ICMPv6 重定向报文发送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主机启动时，它的路由表中可能只有一条到缺省网关的缺省路由。当满足一定的条件时，缺省网

关会向源主机发送 ICMPv6 重定向报文，通知主机重新选择更好的下一跳进行后续报文的发送。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设备会发送 ICMPv6 重定向报文： 

• 接收和转发数据报文的接口是同一接口； 

• 被选择的路由本身没有被 ICMPv6 重定向报文创建或修改过； 

• 被选择的路由不是设备的缺省路由； 

• 被转发的 IPv6 数据报文中不包含路由扩展头。 

ICMPv6 重定向报文发送功能可以简化主机的管理，使具有很少选路信息的主机逐渐建立较完善的

路由表，从而找到 佳路由。但是由于重定向功能会在主机的路由表中增加主机路由，当增加的主

机路由很多时，会降低主机性能。因此缺省情况下设备的 ICMPv6 重定向报文发送功能处于关闭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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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设备的 ICMPv6 重定向报文发送功能。 
ipv6 redirects enable 

缺省情况下，ICMPv6 重定向报文发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6  配置ICMPv6 报文指定源地址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网络中 IPv6 地址配置较多的情况下，收到 ICMPv6 报文时，用户很难根据报文的源 IPv6 地址判

断报文来自哪台设备。为了简化这一判断过程，可以配置 ICMPv6 报文指定源地址功能。用可配置

特定地址（如环回口地址）为 ICMPv6 报文的源地址，可以简化判断。 

设备发送 ICMPv6 差错报文（TTL 超时、报文过大、端口不可达和参数错误等）和 ping echo request
报文时，都可以通过上述命令指定报文的源地址。 

2. 配置限制与指导 

用户发送 ping echo request 报文时，如果 ping 命令中已经指定源地址，则使用该源地址，否则使

用 ipv6 icmpv6 source 配置的源地址。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ICMPv6 报文指定源地址功能。 
ipv6 icmpv6 source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ICMPv6 报文指定源地址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8  开启IPv6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 

1. 功能简介 

多台设备组成的 IRF 环境下，当某成员设备收到目的为本 IRF 设备的 IPv6 分片报文时，需要把分

片报文送到主设备进行重组，这样会导致报文重组性能较低的问题。 

当开启 IPv6 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后，分片报文会在该成员设备上直接进行报文重组，这样就能

提高分片报文的重组性能。 

2. 配置限制与指导 

开启 IPv6 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后，如果分片报文是从设备上不同的成员设备进入的，会导致 IPv6
分片报文本地无法重组成功。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设备的 IPv6 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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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reassemble local enable 

缺省情况下，IPv6 分片报文本地重组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9  IPv6基础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IPv6 配置后的运行情况，用户可以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相应的统计信息。 

display tcp statistics、display udp statistics、reset tcp statistics 和 reset 

udp statistics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命令参考”中的“IP 性能优化”。 

表1-3 IPv6 基础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Pv6 FIB信息 display ipv6 fib [ ipv6-address [ prefix-length ] ]

显示IPv6 ICMP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icmp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接口的IPv6信息 display ipv6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 interface-number ] ] [ brief ] 

显示接口的IPv6前缀信息 display ipv6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prefix 

显示IPv6的PMTU信息 display ipv6 pathmtu { ipv6-address | { all | dynamic 
| static } [ count ] } 

显示IPv6前缀信息 display ipv6 prefix [ prefix-number ] 

显示IPv6 RawIP连接摘要信息 display ipv6 rawip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 RawIP连接详细信息 display ipv6 rawip verbose [ slot slot-number [ pcb 
pcb-index ] ] 

显示IPv6报文及ICMPv6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 TCP连接摘要信息 display ipv6 tcp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 TCP连接详细信息 display ipv6 tcp verbose [ slot slot-number [ pcb 
pcb-index ] ] 

显示IPv6 UDP连接摘要信息 display ipv6 udp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 UDP连接详细信息 display ipv6 udp verbose [ slot slot-number [ pcb 
pcb-index ] ] 

显示IPv6 TCP连接的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tcp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 UDP流量统计信息 display udp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PMTU值 reset ipv6 pathmtu { all | dynamic | static } 

清除IPv6报文及ICMPv6报文的统计信息 reset ipv6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IPv6 TCP连接的流量统计信息 reset tcp statistics 

清除IPv6 UDP流量统计信息 reset udp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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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IPv6基础典型配置举例 

1.10.1  IPv6 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 图 1-5 所示，Host、Switch A和Switch B之间通过以太网端口相连，将以太网端口分别加

入相应的VLAN里，在VLAN接口上配置IPv6 地址，验证它们之间的互通性。 

• Switch B 有可以到 Host 的路由。 

• 在 Host 上安装 IPv6，根据 IPv6 邻居发现协议自动配置 IPv6 地址，有可以到 Switch B 的路

由。 

2. 组网图 

图1-5 IPv6 地址配置组网图 

 
 

 

交换机上已经创建相应的 VLAN 接口。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手工指定 VLAN 接口 2 的全球单播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3001::1/64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 手工指定 VLAN 接口 1 的全球单播地址，并允许其发布 RA 消息。（缺省情况下，所有的接口不会

发布 RA 消息）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v6 address 2001::1/64 

[SwitchA-Vlan-interface1] undo ipv6 nd ra halt 

[SwitchA-Vlan-interface1] quit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全球单播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3001::2/64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IPv6 静态路由，该路由的目的地址为 2001::/64，下一跳地址为 3001::1。 
[SwitchB] ipv6 route-static 2001:: 64 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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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Host 

在 Host 上安装 IPv6，根据 IPv6 邻居发现协议自动配置 IPv6 地址。 

# 从 Switch A 上查看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的邻居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v6 neighbor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Type: S-Static    D-Dynamic    O-Openflow    R-Rule    I-Invalid 

IPv6 address                  Link Layer      VID  Interface/Link ID      State T Age 

FE80::215:E9FF:FEA6:7D14      0015-e9a6-7d14  1    GE1/0/2                STALE D 1238 

2001::15B:E0EA:3524:E791      0015-e9a6-7d14  1    GE1/0/2                STALE D 1248 

通过上面的信息可以知道 Host 上获得的 IPv6 全球单播地址为 2001::15B:E0EA:3524:E79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的接口信息，可以看到各接口配置的 IPv6 全球单播地址。 
[SwitchA] display ipv6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Vlan-interface2 current state: UP 

Line protocol current state: UP 

IPv6 is enabled, link-local address is FE80::20F:E2FF:FE00:2 

  Global unicast address(es): 

    3001::1, subnet is 3001::/64 

  Joined group address(es): 

    FF02::1 

    FF02::2 

    FF02::1:FF00:1 

    FF02::1:FF00:2 

  MTU is 1500 bytes 

  ND DAD is enabled, number of DAD attempts: 1 

  ND reachable time is 30000 milliseconds 

  ND retransmit interval is 1000 milliseconds 

  Hosts use stateless autoconfig for addresses 

IPv6 Packet statistics: 

  InReceives:                    25829 

  InTooShorts:                   0 

  InTruncatedPkts:               0 

  InHopLimitExceeds:             0 

  InBadHeaders:                  0 

  InBadOptions:                  0 

  ReasmReqds:                    0 

  ReasmOKs:                      0 

  InFragDrops:                   0 

  InFragTimeouts:                0 

  OutFragFails:                  0 

  InUnknownProtos:               0 

  InDelivers:                    47 

  OutRequests:                   89 

  OutForwDatagrams:              48 

  InNoRoutes:                    0 

  InTooBigErrors:                0 

  OutFragOKs:                    0 

  OutFragCreate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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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McastPkts:                   6 

  InMcastNotMembers:             25747 

  OutMcastPkts:                  48 

  InAddrErrors:                  0 

  InDiscards:                    0 

  OutDiscards:                   0 

[SwitchA] display ipv6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Vlan-interface1 current state: UP 

Line protocol current state: UP 

IPv6 is enabled, link-local address is FE80::20F:E2FF:FE00:1C0 

  Global unicast address(es): 

    2001::1, subnet is 2001::/64 

  Joined group address(es): 

    FF02::1 

    FF02::2 

    FF02::1:FF00:1 

    FF02::1:FF00:1C0 

  MTU is 1500 bytes 

  ND DAD is enabled, number of DAD attempts: 1 

  ND reachable time is 30000 milliseconds 

  ND retransmit interval is 1000 milliseconds 

  ND advertised reachable time is 0 milliseconds 

  ND advertised retransmit interval is 0 milliseconds 

  ND router advertisements are sent every 600 seconds 

  ND router advertisements live for 1800 seconds 

  Hosts use stateless autoconfig for addresses 

IPv6 Packet statistics: 

  InReceives:                    272 

  InTooShorts:                   0 

  InTruncatedPkts:               0 

  InHopLimitExceeds:             0 

  InBadHeaders:                  0 

  InBadOptions:                  0 

  ReasmReqds:                    0 

  ReasmOKs:                      0 

  InFragDrops:                   0 

  InFragTimeouts:                0 

  OutFragFails:                  0 

  InUnknownProtos:               0 

  InDelivers:                    159 

  OutRequests:                   1012 

  OutForwDatagrams:              35 

  InNoRoutes:                    0 

  InTooBigErrors:                0 

  OutFragOKs:                    0 

  OutFragCreates:                0 

  InMcastPkts:                   79 

  InMcastNotMembers: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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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McastPkts:                  938 

  InAddrErrors:                  0 

  InDiscards:                    0 

  OutDiscards:                   0 

# 显示 Switch B 的接口信息，可以看到接口配置的 IPv6 全球单播地址。 
[SwitchB] display ipv6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Vlan-interface2 current state: UP 

Line protocol current state: UP 

IPv6 is enabled, link-local address is FE80::20F:E2FF:FE00:1234 

  Global unicast address(es): 

    3001::2, subnet is 3001::/64 

  Joined group address(es): 

    FF02::1 

    FF02::2 

    FF02::1:FF00:2 

    FF02::1:FF00:1234 

  MTU is 1500 bytes 

  ND DAD is enabled, number of DAD attempts: 1 

  ND reachable time is 30000 milliseconds 

  ND retransmit interval is 1000 milliseconds 

  Hosts use stateless autoconfig for addresses 

IPv6 Packet statistics: 

  InReceives:                    117 

  InTooShorts:                   0 

  InTruncatedPkts:               0 

  InHopLimitExceeds:             0 

  InBadHeaders:                  0 

  InBadOptions:                  0 

  ReasmReqds:                    0 

  ReasmOKs:                      0 

  InFragDrops:                   0 

  InFragTimeouts:                0 

  OutFragFails:                  0 

  InUnknownProtos:               0 

  InDelivers:                    117 

  OutRequests:                   83 

  OutForwDatagrams:              0 

  InNoRoutes:                    0 

  InTooBigErrors:                0 

  OutFragOKs:                    0 

  OutFragCreates:                0 

  InMcastPkts:                   28 

  InMcastNotMembers:             0 

  OutMcastPkts:                  7 

  InAddrErrors:                  0 

  InDiscards:                    0 

  OutDiscard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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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Host上使用Ping测试和Switch A及Switch B的互通性；在Switch B上使用Ping测试和Switch 
A 及 Host 的互通性。 

 

在 Ping 链路本地地址时，需要使用-i 参数来指定链路本地地址的接口。 

 
[SwitchB] ping ipv6 -c 1 3001::1 

Ping6(56 data bytes) 3001::2 --> 3001::1,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3001::1, icmp_seq=0 hlim=64 time=4.404 ms 

 

--- Ping6 statistics for 3001::1 --- 

1 packet(s) transmitted, 1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4.404/4.404/4.404/0.000 ms 

[SwitchB] ping ipv6 -c 1 2001::15B:E0EA:3524:E791 

Ping6(56 data bytes) 3001::2 --> 2001::15B:E0EA:3524:E791,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2001::15B:E0EA:3524:E791, icmp_seq=0 hlim=64 time=5.404 ms 

 

--- Ping6 statistics for 2001::15B:E0EA:3524:E791 --- 

1 packet(s) transmitted, 1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5.404/5.404/5.404/0.000 ms 

从 Host 上也可以 ping 通 Switch B 和 Switch A，证明它们是互通的。 



 

2-1 

2 IPv6 邻居发现 

2.1  IPv6邻居发现简介 

2.1.1  IPv6 邻居发现使用的ICMPv6 消息 

IPv6 ND（IPv6 Neighbor Discovery，IPv6 邻居发现）协议使用五种类型的 ICMPv6 消息，实现下

面一些功能：地址解析、验证邻居是否可达、重复地址检测、路由器发现/前缀发现、地址自动配置

和重定向等。 

邻居发现协议使用的ICMPv6 消息的类型及作用如 表 2-1 所示。 

表2-1 邻居发现协议使用的 ICMPv6 消息类型及作用 

ICMPv6 消息 类型号 作用 

邻居请求消息NS（Neighbor 
Solicitation） 135 

获取邻居的链路层地址 

验证邻居是否可达 

进行重复地址检测 

邻居通告消息NA（Neighbor 
Advertisement） 136 

对NS消息进行响应 

节点在链路层变化时主动发送NA消息，向邻居节点通告本节

点的变化信息 

路由器请求消息RS（Router 
Solicitation） 133 节点启动后，通过RS消息向路由器发出请求，请求前缀和其

他配置信息，用于节点的自动配置 

路由器通告消息RA（Router 
Advertisement） 134 

对RS消息进行响应 

在没有抑制RA消息发布的条件下，路由器会周期性地发布RA
消息，其中包括前缀信息选项和一些标志位的信息 

重定向消息（Redirect） 137 当满足一定的条件时，缺省网关通过向源主机发送重定向消

息，使主机重新选择正确的下一跳地址进行后续报文的发送 

 

2.1.2  地址解析 

获取同一链路上邻居节点的链路层地址（与IPv4 的ARP功能相同），通过邻居请求消息NS和邻居通

告消息NA实现。如 图 2-1 所示，节点A要获取节点B的链路层地址的过程为： 

(1) 节点 A 以组播方式发送 NS 消息。NS 消息的源地址是节点 A 的接口 IPv6 地址，目的地址是

节点 B 的被请求节点组播地址，消息内容中包含了节点 A 的链路层地址和请求的目标地址。 

(2) 节点 B 收到 NS 消息后，判断报文的目标地址是否为自己的 IPv6 地址。如果是，则节点 B 可

以学习到节点 A 的链路层地址，并以单播方式返回 NA 消息，其中包含了自己的链路层地址。 

(3) 节点 A 从收到的 NA 消息中就可获取到节点 B 的链路层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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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地址解析示意图 

 
 

2.1.3  验证邻居是否可达 

在获取到邻居节点的链路层地址后，通过邻居请求消息 NS 和邻居通告消息 NA 可以验证邻居节点

是否可达。 

(1) 节点发送 NS 消息，其中目的地址是邻居节点的 IPv6 地址。 

(2) 如果收到邻居节点的确认报文，则认为邻居可达；否则，认为邻居不可达。 

2.1.4  重复地址检测 

当节点获取到一个IPv6 地址后，需要使用重复地址检测功能确定该地址是否已被其他节点使用（与

IPv4 的免费ARP功能相似）。如图 2-2 所示，通过NS和NA实现重复地址检测的过程为： 

(1) 节点 A 发送 NS 消息，NS 消息的源地址是未指定地址::，目的地址是待检测的 IPv6 地址对应

的被请求节点组播地址，消息内容中包含了待检测的 IPv6 地址。 

(2) 如果节点 B 已经使用这个 IPv6 地址，则会返回 NA 消息。其中包含了自己的 IPv6 地址。 

(3) 节点 A 收到节点 B 发来的 NA 消息，就知道该 IPv6 地址已被使用。反之，则说明该地址未被

使用，节点 A 就可使用此 IPv6 地址。 

图2-2 重复地址检测示意图 

 
 

2.1.5  路由器发现/前缀发现及地址无状态自动配置 

路由器发现/前缀发现是指节点从收到的 RA 消息中获取邻居路由器及所在网络的前缀，以及其他配

置参数。 

ICMPv6 type = 135
Src = ::
Dst = FF02::1:FF00:1

NS

ICMPv6 type = 136
Src = 2000::1
Dst = FF02::1

NA

Host A Host B

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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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无状态自动配置是指节点根据路由器发现/前缀发现所获取的信息，自动配置 IPv6 地址。 

路由器发现/前缀发现通过路由器请求消息 RS 和路由器通告消息 RA 来实现，具体过程如下： 

(1) 节点启动时，通过 RS 消息向路由器发出请求，请求前缀和其他配置信息，以便用于节点的配

置。 

(2) 路由器返回 RA 消息，其中包括前缀信息选项（路由器也会周期性地发布 RA 消息）。 

(3) 节点利用路由器返回的 RA 消息中的地址前缀及其他配置参数，自动配置接口的 IPv6 地址及

其他信息。 

前缀信息选项中不仅包括地址前缀的信息，还包括该地址前缀的首选生命期（preferred lifetime）
和有效生命期（valid lifetime）。节点收到周期性发送的 RA 消息后，会根据该消息更新前缀的首选

生命期和有效生命期。 

• 有效生命期：表示前缀有效期。在有效生命期内，通过该前缀自动生成的地址可以正常使用；

有效生命期过期后，通过该前缀自动生成的地址变为无效，将被删除。 

• 首选生命期：表示首选通过该前缀无状态自动配置地址的时间。首选生命期过期后，节点通

过该前缀自动配置的地址将被废止。节点不能使用被废止的地址建立新的连接，但是仍可以

接收目的地址为被废止地址的报文。首选生命期必须小于或等于有效生命期。 

2.1.6  重定向功能 

当主机启动时，它的路由表中可能只有一条到缺省网关的缺省路由。当满足一定的条件时，缺省网

关会向源主机发送 ICMPv6 重定向消息，通知主机选择更好的下一跳进行后续报文的发送（与 IPv4
的 ICMP 重定向消息的功能相同）。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设备会发送 ICMPv6 重定向报文： 

• 接收和转发数据报文的接口是同一接口； 

• 被选择的路由本身没有被 ICMPv6 重定向报文创建或修改过； 

• 被选择的路由不是设备的缺省路由； 

• 被转发的 IPv6 数据报文中不包含路由扩展头。 

2.1.7  协议规范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4861：Neighbor Discovery for IP Version 6 (IPv6) 

• RFC 4862：IPv6 Stateless Address Autoconfiguration 

2.2  IPv6邻居发现配置任务简介 

本节中的所有配置均为可选，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置。 

• 配置静态邻居表项 

• 配置接口上允许动态学习的邻居的 大个数 

• 配置STALE状态ND表项的老化时间 

• 配置链路本地ND表项资源占用 小化 

• 配置设备的跳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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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允许发布RA消息及相关参数 

• 配置重复地址检测时发送邻居请求消息的次数 

• 配置ND Snooping功能 

• 配置ND Proxy功能 

2.3  配置静态邻居表项 

1. 功能简介 

邻居表项保存的是设备在链路范围内的邻居信息，设备邻居表项可以通过邻居请求消息 NS 及邻居

通告消息 NA 来动态创建，也可以通过手工配置来静态创建。 

设备根据邻居节点的 IPv6 地址和与此邻居节点相连的三层接口号来唯一标识一个静态邻居表项。

目前，静态邻居表项有两种配置方式： 

• 配置本节点的三层接口相连的邻居节点的 IPv6 地址和链路层地址； 

• 配置本节点 VLAN 中的二层端口相连的邻居节点的 IPv6 地址和链路层地址。 

2. 配置限制与指导 

对于 VLAN 接口，可以采用上述两种方式来配置静态邻居表项： 

• 采用第一种方式配置静态邻居表项后，设备还需要解析该 VLAN 下的二层端口信息。 

• 采用第二种方式配置静态邻居表项后，需要保证 port-type port-number 指定的二层端口

属于 vlan-id 指定的 VLAN，且该 VLAN 已经创建了 VLAN 接口。在配置后，设备会将 VLAN
所对应的 VLAN 接口与 IPv6 地址相对应来唯一标识一个静态邻居表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静态邻居表项。 
ipv6 neighbor ipv6-address mac-address { vlan-id port-type port-number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邻居表项。 

2.4  配置接口上允许动态学习的邻居的最大个数 

1. 功能简介 

设备可以通过 NS 消息和 NA 消息来动态获取邻居节点的链路层地址，并将其加入到邻居表中。为

了防止部分接口下的用户占用过多的资源，可以通过设置接口学习动态邻居表项的 大个数来进行

限制。当接口学习到的动态邻居表项的个数达到所设置的 大值时，该接口将不再学习动态邻居表

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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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上允许学习的动态邻居表项的 大个数。 
ipv6 neighbors max-learning-num max-number 

接口上允许学习的动态邻居表项的 大个数为为 256。 

2.5  配置STALE状态ND表项的老化时间 

1. 功能简介 

为适应网络的变化，ND 表需要不断更新。在 ND 表中，处于 STALE 状态的 ND 表项并非永远有效，

而是有一个老化时间。到达老化时间的STALE状态ND表项将迁移到DELAY状态。5秒钟后DELAY
状态超时，ND 表项将迁移到 PROBE 状态，并且设备会发送 3 次 NS 报文进行可达性探测。若邻

居已经下线，则收不到回应的 NA 报文，此时设备会将该 ND 表项删除。用户可以根据网络实际情

况调整老化时间。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TALE 状态 ND 表项的老化时间。 
ipv6 neighbor stale-aging aging-time 

缺省情况下，STALE 状态 ND 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240 分钟。 

2.6  配置链路本地ND表项资源占用最小化 

1. 功能简介 

本功能可以对链路本地 ND 表项（该 ND 表项的 IPv6 地址为链路本地地址）占用的资源进行优化。 

缺省情况下，所有 ND 表项均会下发硬件表项。配置本功能后，新学习的、未被引用的链路本地 ND
表项（该 ND 表项的链路本地地址不是某条路由的下一跳）不下发硬件表项，以节省资源。 

本功能只对后续新学习的 ND 表项生效，已经存在的 ND 表项不受影响。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链路本地 ND 表项资源占用 小化。 
ipv6 neighbor link-local minimize 

缺省情况下，所有 ND 表项均会下发硬件表项。 

2.7  配置设备的跳数限制 

1. 功能简介 

本功能可以对设备发送的 IPv6 数据报文的跳数（即 IPv6 数据报文的 Hop Limit 字段的值）进行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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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的跳数限制。 
ipv6 hop-limit value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跳数限制为 64 跳。 

2.8  配置允许发布RA消息及相关参数 

2.8.1  RA消息及相关参数介绍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配置接口是否发送RA消息及发送RA消息的时间间隔，同时可以配置RA消
息中的相关参数以通告给主机。当主机接收到RA消息后，就可以采用这些参数进行相应操作。可以

配置的RA消息中的参数及含义如 表 2-2 所示。 

表2-2 RA 消息中的参数及描述 

参数 描述 

跳数限制（Hop Limit） 在RA消息中发布本设备的跳数限制，收到该RA消息之后，主机在发送IPv6
报文时，将使用该跳数值填充IPv6报文头中的Hop Limit字段。 

前缀信息（Prefix Information） 在同一链路上的主机收到设备发布的前缀信息后，可以进行无状态自动配置

等操作。 

MTU 发布链路的MTU，可以用于确保同一链路上的所有节点采用相同的MTU值。

被管理地址配置标志位（M flag） 

用于确定主机是否采用有状态自动配置获取IPv6地址。 

如果设置该标志位为1，主机将通过有状态自动配置（例如DHCPv6服务器）

来获取IPv6地址；否则，将通过无状态自动配置获取IPv6地址，即根据自己

的链路层地址及路由器发布的前缀信息生成IPv6地址。 

其他信息配置标志位（O flag） 

用于确定主机是否采用有状态自动配置获取除IPv6地址外的其他信息。 

如果设置其他信息配置标志位为1，主机将通过有状态自动配置（例如

DHCPv6服务器）来获取除IPv6地址外的其他信息；否则，将通过无状态自

动配置获取其他信息。 

路由器生存时间（Router Lifetime） 

用于设置发布RA消息的路由器作为主机的默认路由器的时间。主机根据接

收到的RA消息中的路由器生存时间参数值，就可以确定是否将发布该RA消
息的路由器作为默认路由器。发布RA消息中路由器生存时间为0的路由器不

能作为默认路由器。 

邻居请求消息重传时间间隔

（Retrans Timer） 
设备发送NS消息后，如果未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收到响应，则会重新发送

NS消息。 

保持邻居可达状态的时间

（Reachable Time） 

当通过邻居可达性检测确认邻居可达后，在所设置的可达时间内，设备认为

邻居可达；超过设置的时间后，如果需要向邻居发送报文，会重新确认邻居

是否可达。 

配置路由优先级 

( Router Preference ) 

用于设置发布RA消息的路由器的路由器优先级，主机根据接收到的RA消息

中的路由器优先级，可以选择优先级 高的路由器作为默认网关。在路由器

的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遵循“先来先用”的原则，优先选择先接收到的

RA消息对应的发送路由器作为默认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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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配置限制和指导 

RA 消息发布的 大间隔时间应该小于或等于 RA 消息中路由器的生存时间，以保证在路由器失效

之前得到更新的 RA 消息。 

在接口上配置的邻居请求消息重传时间间隔及保持邻居可达状态的时间，既可作为 RA 消息中的信

息发布给主机，也可作为本接口发送邻居请求消息的时间间隔及保持邻居可达状态的时间。 

2.8.3  配置允许发布RA消息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取消对 RA 消息发布的抑制。 
undo ipv6 nd ra halt 

缺省情况下，抑制发布 RA 消息。 

(4) 配置 RA 消息发布的 大时间间隔和 小时间间隔。 
ipv6 nd ra interval max-interval-value min-interval-value 

缺省情况下，RA 消息发布的 大间隔时间为 600 秒， 小时间间隔为 200 秒。 

接口将在 大时间间隔与 小时间间隔之间随机选取一个值来发布 RA 消息。 

配置的 小时间间隔应该小于等于 大时间间隔的 0.75 倍。 

2.8.4  配置RA消息中的相关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RA 消息中的前缀信息。 
ipv6 nd ra prefix { ipv6-prefix prefix-length | 
ipv6-prefix/prefix-length } [ valid-lifetime preferred-lifetime 
[ no-autoconfig | off-link ] * | no-advertis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RA 消息中的前缀信息，此时将使用发送 RA 消息的接口 IPv6 地址作为

RA 消息中的前缀信息，其手工配置地址的有效生命期是 2592000 秒（30 天），首选生命期

是 604800（7 天）；其他自动分配地址（如 DHCPv6 分配地址）的有效生命期和首选生命期

与地址本身的生命期相同。 

(4) 配置通过 RA 消息发布的前缀使用的缺省参数。 
ipv6 nd ra prefix default [ valid-lifetime preferred-lifetime 
[ no-autoconfig | off-link ] * | no-advertis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通过 RA 消息发布的前缀使用的缺省参数。 

(5) 配置 RA 消息中不携带 MTU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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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nd ra no-advlinkmtu 

缺省情况下，RA 消息中携带 MTU 选项。 

(6) 配置 RA 消息中不指定跳数限制。 
ipv6 nd ra hop-limit unspecified 

缺省情况下，RA 消息中发布本设备的跳数限制，本设备的跳数限制默认为 64 跳。 

(7) 设置被管理地址配置标志位为 1。 
ipv6 nd autoconfig managed-address-flag 

缺省情况下，被管理地址标志位为 0，即主机通过无状态自动配置获取 IPv6 地址。 

(8) 设置其他配置标志位为 1。 
ipv6 nd autoconfig other-flag 

缺省情况下，其他配置标志位为 0，即主机通过无状态自动配置获取其他信息。 

(9) 配置 RA 消息中路由器的生存时间。 
ipv6 nd ra router-lifetime time 

缺省情况下，RA 消息中路由器的生存时间为 1800 秒。 

(10) 配置邻居请求消息重传时间间隔。 
ipv6 nd ns retrans-timer 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发送 NS 消息的时间间隔为 1000 毫秒；接口发布的 RA 消息中 Retrans 
Timer 字段的值为 0，即不对主机进行指定。 

(11) 配置 RA 消息中路由器的优先级。 
ipv6 nd router-preference { high | low | medium } 

缺省情况下，RA 消息中路由器的优先级为 medium。 

(12) 配置保持邻居可达状态的时间。 
ipv6 nd nud reachable-time time 

缺省情况下，接口保持邻居可达状态的时间为 30000 毫秒；接口发布的 RA 消息中 Reachable 
Timer 字段的值为 0，即不对主机进行指定。 

2.9  配置重复地址检测时发送邻居请求消息的次数 

1. 功能简介 

接口获得 IPv6 地址后，将发送邻居请求消息进行重复地址检测。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 ipv6 

nd ns retrans-timer 命令配置）没有收到响应，则继续发送邻居请求消息，当发送的次数达

到所设置的次数后，仍未收到响应，则认为该地址可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重复地址检测时发送邻居请求消息的次数。 
ipv6 nd dad attempts interval 



 

2-9 

缺省情况下，重复地址检测时发送邻居请求报文的次数为 1，当 interval 值为 0 时，表示

禁止重复地址检测。 

2.10  配置ND Snooping功能 

2.10.1  功能简介 

ND Snooping 功能用于二层交换网络环境，设备通过侦听 ND 或者数据报文来创建 ND Snooping
表项，该表项内容包括报文的源 IPv6 地址、源 MAC 地址、所属 VLAN 和报文入端口等信息。 

ND Snooping 表项可以配合 ND Detection 功能使用。关于 ND Detection 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安全配置指导”的“ND 攻击防御”。 

ND Snooping 表项可以配合 IPv6 Source Guard 功能使用。关于 IPv6 Source Guard 功能的详细介

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IP Source Guard”。 

下面具体介绍一下 ND Snooping 表项的建立、迁移和老化机制。（以 ND 报文为例） 

1. 表项建立机制 

当收到未知源地址的 ND 或者数据报文后，设备会新建一个 ND Snooping 表项，此时该表项处于

INVALID 状态，随后通过接收报文的接口所属 VLAN 内的 ND 信任端口（配置了 ipv6 nd 

detection trust 命令的端口）发送两次 DAD NS 报文进行探测，报文发送的时间间隔可以由

ipv6 nd snooping dad retrans-timer 命令配置。如果第一次报文发出后，在 INVALID 状

态的超时时间（可以由 ipv6 nd snooping lifetime invalid 命令配置）内未收到对应的

NA 应答，则说明局域网中不存在冲突的地址，此时该 ND Snooping 表项进入 VALID 状态；如果第

一次报文发出后，在 INVALID 状态的超时时间内收到对应的 NA 应答，则说明局域网中存在冲突的

地址，此时设备删除该 ND Snooping 表项。 

2. 表项迁移机制 

表项迁移包括以下两种方式： 

• 本设备迁移：当设备从相同VLAN内的其他ND非信任端口收到相同源地址的ND报文时，设

备通过学习到 ND Snooping 表项的入端口发送两次 DAD NS 报文进行探测，报文发送的时间

间隔可以由ipv6 nd snooping dad retrans-timer命令配置。如果第一次报文发出后，

在 INVALID 状态的超时时间内未收到对应的 NA 应答，则说明原用户已经跟入端口断开，则

设备把该 ND Snooping 表项的入端口修改为收到新报文的端口；如果第一次报文发出后，在

INVALID 状态的超时时间内收到对应的 NA 应答，则该 ND Snooping 表项不发生变化。 

• 跨设备迁移：当设备从相同 VLAN 内的 ND 信任端口收到相同源地址的 ND 报文时，设备通过

学习到 ND Snooping 表项的入端口发送两次 DAD NS 报文进行探测。如果第一次报文发出后，

在 INVALID 状态的超时时间内未收到对应的 NA 应答，则说明原用户已经跟入端口断开，则

设备删除对应的 ND Snooping 表项，而与该 ND 信任端口相连的设备会开启表项创建机制并

建立 ND Snooping 表项，完成表项的跨设备迁移。如果第一次报文发出后，在 INVALID 状态

的超时时间内收到对应的 NA 应答，则说明原用户未跟入端口断开，设备会保留对应的 ND 
Snooping 表项。 

3. 表项老化机制 

如果一个 ND Snooping 表项自 后一次更新后，在 VALID 状态超时时间（可以由 ipv6 nd 

snooping lifetime valid 命令配置）内未收到 ND 更新报文，则进入 INVALID 状态，随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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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通过学习到 ND Snooping 表项的入端口发送两次 DAD NS 报文进行探测。如果第一次报文发出

后，在 INVALID 状态的超时时间内没有收到对应的 NA 应答，则说明原用户已经跟入端口断开，设

备删除对应的 ND Snooping 表项；如果第一次报文发出后，在 INVALID 状态的超时时间内收到对

应的 NA 应答，则说明原用户未跟入端口断开，设备会保留对应的 ND Snooping 表项，重新进入

VALID 状态。 

2.10.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开启学习 ND Snooping 表项的功能。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开启学习表项地址类型为全球单播地址的 ND Snooping 表项的功能。 
ipv6 nd snooping enable global 

 开启学习表项地址类型为链路本地地址的 ND Snooping 表项的功能。 
ipv6 nd snooping enable link-local 

缺省情况下，学习表项地址类型为全球单播地址或链路本地地址的 ND Snooping 功能处于关

闭状态。 

(4) （可选）开启通过 IPv6 数据报文学习 ND Snooping 表项的功能。 
ipv6 nd snooping glean source 

缺省情况下，通过 IPv6 数据报文学习 ND Snooping 表项的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本命令开启后，VLAN 内 ND 非信任端口必须开启 IPv6 Source Guard 功能，否则会导致该端

口的报文不能正常转发。 

(5)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6)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7) （可选）配置接口下学习 ND Snooping 表项的 大个数。 
ipv6 nd snooping max-learning-num max-number 

接口下学习 ND Snooping 表项的 大个数为 1024。 

(8) （可选）配置接口为上行口，禁止接口学习 ND Snooping 表项。 
ipv6 nd snooping uplink 

缺省情况下，ND Snooping 功能使能后，接口上允许学习 ND Snooping 表项。 

(9)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10) （可选）配置 ND Snooping 表项的超时时间。 
ipv6 nd snooping lifetime { invalid invalid-lifetime | valid 
valid-life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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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ND Snooping 表项的 INVALID 状态（TENTATIVE、TESTING_TPLT 和

TESTING_VP 状态）的超时时间为 500 毫秒，VALID 状态的超时时间为 300 秒。 

(11) （可选）配置发送两次 DAD NS 报文进行探测的时间间隔。 
ipv6 nd snooping dad retrans-timer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发送两次 DAD NS 报文进行探测的时间间隔为 250 毫秒。 

2.11  配置ND Proxy功能 

2.11.1  功能简介 

如果 NS 请求是从一个网络的主机发往同一网段却不在同一物理网络上的另一台主机，那么连接它

们的具有代理功能的设备就可以代答该请求，回应 NA 报文，这个过程称作 ND 代理（ND Proxy）。 

ND Proxy 功能屏蔽了分离的物理网络这一事实，使用户使用起来，好像在同一个物理网络上。 

ND Proxy 功能根据应用场景不同分为普通 ND Proxy 和本地 ND Proxy。 

1. 普通ND Proxy 

普通ND Proxy的典型应用环境如 图 2-3 所示。设备Device通过两个三层接口Interface A和Interface 
B连接两个网络，两个三层接口的IPv6地址不在同一个网段，接口地址分别为 4:1::99/64、4:2::99/64。
但是两个网络内的主机Host A和Host B的地址通过掩码的控制，既与相连设备的接口地址在同一网

段，同时二者也处于同一个网段。 

图2-3 普通 ND Proxy 的应用环境 

  
 

在这种组网情况下，当 Host A 需要与 Host B 通信时，由于目的 IPv6 地址与本机的 IPv6 地址为同

一网段，因此 Host A 会直接发出请求 Host B 硬件地址的 NS 请求。但是，此时的两台主机处于不

同的广播域中，Host B 无法收到 Host A 的 NS 请求报文，当然也就无法应答。 

通过在 Device 上启用 ND Proxy 功能，可以解决此问题。在接口 Interface A 和 Interface B 上启用

ND Proxy 后，Device 可以应答 Host A 的 NS 请求。同时，Device 作为 Host B 的代理，把其它主

机发送过来的报文转发给 Host B。这样，实现 Host A 与 Host B 之间的通信。 

2. 本地ND Proxy 

本地ND Proxy的应用场景如 图 2-4 所示。Host A属于VLAN 2，Host B属于VLAN 3。但它们分别连

接到端口Port B1 和 Port B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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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本地 ND Proxy 的应用环境 

 

 

在这种组网情况下，当 Host A 需要与 Host B 通信时，由于目的 IPv6 地址与本机的 IPv6 地址为同

一网段，因此 Host A 会直接发出请求 Host B 硬件地址的 NS 请求。但是，因为连接两台主机属于

不同的 VLAN 中，Host B 无法收到 Host A 的 NS 请求报文。 

通过在 Device A 上启用本地 ND Proxy 功能，可以解决此问题。在接口 Interface A 上启用本地 ND 
Proxy 后，Device A 会代替 Host B 回应 NA，Host A 发给 Host B 的报文就会通过 Device A 进行转

发，从而实现 Host A 与 Host B 之间的通信。 

本地 ND Proxy 可以在下列情况下实现主机之间的三层互通： 

• 想要互通的主机分别连接到同一台设备的不同 VLAN 中的端口下； 

• 想要互通的主机分别连接到同一个 VLAN 中的同一个隔离组内的不同二层隔离端口下； 

• 开启 Private VLAN 功能后，想要互通的主机属于不同的 Secondary VLAN。 

2.11.2  配置普通ND Proxy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普通 ND Proxy 功能。 
proxy-nd enable 

缺省情况下，ND Proxy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11.3  配置本地ND Proxy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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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启本地 ND Proxy 功能。 
local-proxy-nd enable 

缺省情况下，本地 ND Proxy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12  IPv6邻居发现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的运行情况，用户可以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相应的统计信息。 

表2-3 IPv6 邻居发现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ND Snooping的表项信息 
display ipv6 nd snooping [ [ [ vlan vlan-id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global | link-local ] ] | ipv6-address ] [ verbose ]

显示ND Snooping表项数目 display ipv6 nd snooping count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邻居表项的个数 
display ipv6 neighbors { { all | dynamic | static } 
[ slot slot-number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lan vlan-id } count 

显示邻居信息 

display ipv6 neighbors { { ipv6-address | all | 
dynamic | static } [ slot slot-number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lan vlan-id } 
[ verbose ] 

显示设备支持的ND表项的 大数目 display ipv6 neighbors entry-limit 

清除ND Snooping表项 reset ipv6 nd snooping [ [ vlan vlan-id ] [ global | 
link-local ] | vlan vlan-id ipv6-address ] 

清除IPv6邻居信息 
reset ipv6 neighbors { all | dynamic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lot slot-number 
| static } 

 

2.13  ND Snooping典型配置举例 

2.13.1  ND Snooping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Host A 和 Host B 通过 Device B 连接到网关设备 Device A。要求 Device B 上可以动态产生 Host A
和 Host B 的 ND Snooping 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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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2-5 ND Snooping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0。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0 

[DeviceA-vlan10]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允许 VLAN 10 的报文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配置 VLAN 接口 10 的 IPv6 地址。 
[Device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DeviceA-Vlan-interface10] ipv6 address 10::1/64 

[DeviceA-Vlan-interface10] quit 

(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0。 
[DeviceB] vlan 10 

[DeviceB-vlan10]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3 允许 VLAN 10 的报文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access 

Device A

Device B

Host A Host B

GE1/0/3
Vlan-int10 
10::1/64

Gateway

GE1/01

GE1/0/3

GE1/0/2

VLAN 10
ND snooping

10::6/64
0001-0203-0607

10::5/64
0001-0203-0405

Internet



 

2-15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access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access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access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在 VLAN 10 下开启学习表项类型为全球单播地址和链路本地地址的 ND Snooping 表项的功能。 
[DeviceB] vlan 10 

[DeviceB-vlan10] ipv6 nd snooping enable global 

[DeviceB-vlan10] ipv6 nd snooping enable link-local 

# VLAN 10 下配置 ND Snooping 通过数据报文学习 ND Snooping 表项的功能。 
[DeviceB-vlan10] ipv6 nd snooping glean source 

# 将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为 ND 信任端口，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采用缺省配置，即为 ND 非信任端口。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ipv6 nd detection tru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配置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的 ND Snooping 表项 大学习数目

200 条。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ipv6 nd snooping max-learning-num 2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ipv6 nd snooping max-learning-num 2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 在 Device B 上的 VLAN10 内可以查询到获取到的 ND Snooping 表项。 
[DeviceB] display ipv6 nd snooping vlan 10 

IPv6 address              MAC address     VID  Interface     Status       Age 

10::5                     0001-0203-0405  10   GE1/0/1       VALID        157 

10::6                     0001-0203-0607  10   GE1/0/2       VALID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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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HCPv6 概述 
DHCPv6（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for IPv6，支持 IPv6 的动态主机配置协议）针对

IPv6 编址方案设计，用来为主机分配 IPv6 前缀、IPv6 地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1.1  DHCPv6的优点 

与其他 IPv6 地址分配方式（包括手工配置、通过路由器公告消息中的网络前缀无状态自动配置等，

关于这两种形式的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IPv6 基础”）相比，DHCPv6
具有以下优点： 

• 更好地控制地址的分配。通过 DHCPv6 不仅可以记录为主机分配的地址，还可以为特定主机

分配特定的地址，以便于网络管理。 

• 为客户端分配前缀，以便于全网络的自动配置和管理。 

• 除了 IPv6 前缀、IPv6 地址外，还可以为主机分配 DNS 服务器、域名后缀等网络配置参数。 

1.2  DHCPv6地址/前缀分配过程 

DHCPv6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地址/前缀的过程分为两类： 

• 交互两个消息的快速分配过程 

• 交互四个消息的分配过程 

1.2.1  交互两个消息的快速分配过程 

图1-1 地址/前缀快速分配过程 

 

 

如 图 1-1 所示，地址/前缀快速分配过程为： 

(2) DHCPv6 客户端在向 DHCPv6 服务器发送的 Solicit 消息中携带 Rapid Commit 选项，标识客

户端希望服务器能够快速为其分配地址/前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3) 如果DHCPv6 服务器支持快速分配过程，则直接返回Reply消息，为客户端分配IPv6 地址/前
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如果DHCPv6 服务器不支持快速分配过程，则采用“1.2.2  交互四个

消息的分配过程”为客户端分配IPv6 地址/前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1.2.2  交互四个消息的分配过程 

交互四个消息的分配过程如 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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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交互四个消息的分配过程 

 

 

交互四个消息分配过程的简述如 表 1-1。 

表1-1 交互四个消息的分配过程 

步骤 发送的消息 说明 

(1) Solicit DHCPv6客户端发送该消息，请求DHCPv6服务器为其分配IPv6地址/前缀

和网络配置参数 

(2) Advertise 
如果Solicit消息中没有携带Rapid Commit选项，或Solicit消息中携带Rapid 
Commit选项，但服务器不支持快速分配过程，则DHCPv6服务器回复该消

息，通知客户端可以为其分配的地址/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 

(3) Request 
如果DHCPv6客户端接收到多个服务器回复的Advertise消息，则根据消息

接收的先后顺序、服务器优先级等，选择其中一台服务器，并向该服务器

发送Request消息，请求服务器确认为其分配地址/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 

(4) Reply DHCPv6服务器回复该消息，确认将地址/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分配给客户

端使用 

 

1.3  地址/前缀租约更新过程 

DHCPv6 服务器分配给客户端的 IPv6 地址/前缀具有一定的租借期限，该租借期限称为租约。租借

期限由有效生命期决定。地址/前缀的租借时间到达有效生命期后，DHCPv6 客户端不能再使用该地

址/前缀。在有效生命期到达之前，如果 DHCPv6 客户端希望继续使用该地址/前缀，则需要申请延

长地址/前缀租约。 

图1-3 通过 Renew 更新地址/前缀租约 

 
 

如 图 1-3 所示，地址/前缀租借时间到达时间T1（推荐值为首选生命期的一半）时，DHCPv6 客户

端会向为它分配地址/前缀的DHCPv6 服务器发送Renew报文，以进行地址/前缀租约的更新。如果

客户端可以继续使用该地址/前缀，则DHCPv6 服务器回应续约成功的Reply报文，通知DHCPv6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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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端已经成功更新地址/前缀租约；如果该地址/前缀不可以再分配给该客户端，则DHCPv6 服务器

回应续约失败的Reply报文，通知客户端不能获得新的租约。 

图1-4 通过 Rebind 更新地址/前缀租约 

 

 

如 图 1-4 所示，如果在T1 时发送Renew请求更新租约，但是未收到DHCPv6 服务器的回应报文，

则DHCPv6 客户端会在T2（推荐值为首选生命期的 0.8 倍）时，向所有DHCPv6 服务器组播发送

Rebind报文请求更新租约。如果客户端可以继续使用该地址/前缀，则DHCPv6 服务器回应续约成

功的Reply报文，通知DHCPv6 客户端已经成功更新地址/前缀租约；如果该地址/前缀不可以再分配

给该客户端，则DHCPv6 服务器回应续约失败的Reply报文，通知客户端不能获得新的租约；如果

DHCPv6 客户端未收到服务器的应答报文，则到达有效生命期后，客户端停止使用该地址/前缀。有

效生命期和首选生命期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业务配置指导”中的“IPv6 基础”。 

1.4  DHCPv6无状态配置 

DHCPv6 服务器可以为已经具有 IPv6 地址/前缀的客户端分配其他网络配置参数，该过程称为

DHCPv6 无状态配置。 

DHCPv6 客户端通过地址无状态自动配置功能成功获取 IPv6 地址后，即 DHCPv6 客户端根据路由

器发现/前缀发现所获取的信息自动配置 IPv6 地址后，如果接收到的 RA（Router Advertisement，
路由器通告）报文中 M 标志位（Managed address configuration flag，被管理地址配置标志位）取

值为 0、O 标志位（Other stateful configuration flag，其他配置标志位）取值为 1，则 DHCPv6 客

户端会自动启动 DHCPv6 无状态配置功能，以获取除地址/前缀外的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图1-5 DHCPv6 无状态配置工作过程 

 

 

如 图 1-5 所示，DHCPv6 无状态配置的具体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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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客户端以组播的方式向 DHCPv6服务器发送 Information-request报文，该报文中携带 Option 
Request 选项，指定客户端需要从服务器获取的配置参数。 

(2) 服务器收到 Information-request 报文后，为客户端分配网络配置参数，并单播发送 Reply 报

文将网络配置参数返回给客户端。 

(3) 客户端检查 Reply 报文中提供的信息，如果与 Information-request 报文中请求的配置参数相

符，则按照 Reply 报文中提供的参数进行网络配置；否则，忽略该参数。如果接收到多个与

请求相符的 Reply 报文，客户端将选择最先收到的 Reply 报文，并根据该报文中提供的参数

完成客户端无状态配置。 

1.5  DHCPv6选项介绍 

1.5.1  Option 18 

Option 18 称为接口ID选项（Interface ID），设备接收到DHCPv6 客户端发送的DHCPv6 请求报文

后，在该报文中添加Option 18 选项，并转发给DHCPv6 服务器。服务器可根据Option 18 选项中的

客户端信息选择合适的地址池为DHCPv6 客户端分配IPv6 地址。图 1-6 为Option 18 选项格式。 

图1-6 Option 18 选项格式 

 
 

各字段的解释如下： 

• Option code：Option 编号，取值为 18。 

• Option length：Option 字段长度。 

• Port index：DHCPv6 设备收到客户端请求报文的端口索引。 

• VLAN ID：第一层 VLAN 信息。 

• Second VLAN ID：第二层 VLAN 信息。选项格式中的 Second VLAN ID 字段为可选，如果

DHCPv6 报文中不含有 Second VLAN，则 Option 18 中也不包含 Second VLAN ID 内容。 

• DUID：DHCPv6 客户端的 DUID 信息。 

1.5.2  Option 37 

Option 37 称为远程ID选项（Remote ID），设备接收到DHCPv6 客户端发送的DHCPv6 请求报文后，

在该报文中添加Option 37 选项，并转发给DHCPv6 服务器。服务器可根据Option 37 选项中的信息

对DHCPv6 客户端定位，为分配IPv6 地址提供帮助。图 1-7 为Option 37 选项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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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Option 37 选项格式 

 
 

各字段的解释如下： 

• Option code：Option 编号，取值为 37。 

• Option length：Option 字段长度。 

• Enterprise number：企业编号。 

• Port index：DHCPv6 设备收到客户端请求报文的端口索引。 

• VLAN ID：第一层 VLAN 信息。 

• Second VLAN ID：第二层 VLAN 信息。选项格式中的 Second VLAN ID 字段为可选，如果

DHCPv6 报文中不含有 Second VLAN，则 Option 37 中也不包含 Second VLAN ID 内容。 

• DUID：DHCPv6 客户端的 DUID 信息。 

1.6  协议规范 

与 DHCPv6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3736：Stateless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 Service for IPv6 

• RFC 3315：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for IPv6 (DHCPv6) 

• RFC 2462：IPv6 Stateless Address Autoconfiguration 

• RFC 3633：IPv6 Prefix Options for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HCP) vers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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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HCPv6 服务器 

2.1  DHCPv6服务器简介 

2.1.1  DHCPv6 服务器应用环境 

DHCPv6 服务器可以为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前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1. DHCPv6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IPv6 地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图2-1 DHCPv6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应用环境 

 
 

如 图 2-1 所示，为了便于集中管理IPv6 地址，简化网络配置，DHCPv6 服务器可以用来为DHCPv6
客户端提供诸如IPv6 地址、域名后缀、DNS服务器地址等网络配置参数。DHCPv6 客户端根据服

务器分配的参数来实现主机的配置。 

DHCPv6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的 IPv6 地址分为以下两类： 

• 临时 IPv6 地址：在短期内经常变化且不用续约的地址； 

• 非临时 IPv6 地址：正常使用，可以进行续约的地址。 

2. DHCPv6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IPv6 前缀 

图2-2 DHCPv6 服务器前缀分配应用组网图 

 

 

DHCPv6 client DHCPv6 client

DHCPv6 client DHCPv6 client

DHCPv6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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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 2-2 所示，为了便于集中管理IPv6 地址，简化网络配置，DHCPv6 服务器可以用来为DHCPv6
客户端分配IPv6 前缀。DHCPv6 客户端获取到IPv6 前缀后，向所在网络组播发送包含该前缀信息

的RA消息，以便网络内的主机根据该前缀自动配置IPv6 地址。 

2.1.2  基本概念 

1. DHCPv6 采用的组播地址 

DHCPv6 采用组播地址 FF05::1:3 来表示站点本地范围内所有的 DHCPv6 服务器；采用组播地址

FF02::1:2 来表示链路本地范围内所有的 DHCPv6 服务器和中继。 

2. DUID 

DUID（DHCP Unique Identifier，DHCP 唯一标识符）是一台 DHCPv6 设备（包括客户端、服务器

和中继）的唯一标识。在 DHCPv6 报文交互过程中，DHCPv6 客户端、服务器和中继通过在报文

中添加 DUID 来标识自己。 

图2-3 DUID-LL 结构 

 

 

目前，设备采用RFC 3315 规定的DUID-LL（DUID Based on Link-layer Address，基于链路层地址

的DUID）作为DHCPv6 设备的标识。DUID-LL的结构如 图 2-3 所示： 

• DUID type：DUID 类型。设备支持的 DUID 类型为 DUID-LL，取值为 0x0003。 

• Hardware type：硬件类型。设备支持的硬件类型为以太网，取值为 0x0001。 

• Link layer address：链路层地址。取值为设备的桥 MAC 地址。 

3. IA 

IA（Identity Association，标识联盟）用于管理分配给客户端的一组地址和前缀等信息，通过 IAID
标识。一个客户端可以有多个 IA，如客户端的每个接口拥有一个 IA，IA 用来管理该接口获取的地

址和前缀等信息。 

4. IAID 

IAID 是 IA 的标识符，由客户端选择。在一个客户端上不同 IA 的 IAID 不能相同。 

5. PD 

PD（Prefix Delegation，前缀授权）是 DHCPv6 服务器为分配的前缀创建的前缀绑定信息，前缀绑

定信息中记录了 IPv6 前缀、客户端 DUID、IAID、有效时间、首选时间、租约过期时间、申请前缀

的客户端的 IPv6 地址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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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DHCPv6 地址池 

每个 DHCPv6 地址池都拥有一组可供分配的 IPv6 地址、IPv6 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DHCPv6 服务

器从地址池中为客户端选择并分配 IPv6 地址、IPv6 前缀及其他参数。 

1. DHCPv6 地址池的地址管理方式 

DHCPv6 地址池的地址管理方式有以下几种： 

• 静态绑定 IPv6 地址：通过将客户端 DUID 和 IAID 与 IPv6 地址绑定的方式，实现为特定的客

户端分配特定的 IPv6 地址； 

• 动态选择 IPv6 地址：在地址池中指定可供分配的 IPv6 地址范围，当收到客户端的 IPv6 地址

申请时，从该地址范围中动态选择 IPv6 地址，分配给该客户端。 

在 DHCPv6 地址池中指定可供分配的 IPv6 地址范围时，需要： 

(1) 指定动态分配的 IPv6 地址网段。 

(2) 将该网段划分为非临时地址范围和临时地址范围。每个地址范围内的地址必须属于该网段，

否则无法分配。 

采用动态选择 IPv6 地址方式时，如果接收到客户端的地址申请，则 DHCPv6 服务器选择一个合适

的地址池，并按照客户端申请的地址类型（非临时地址或临时地址），从该地址池对应的地址范围

（非临时地址范围或临时地址范围）中选择合适的 IPv6 地址分配给客户端。 

2. DHCPv6 地址池的前缀管理方式 

DHCPv6 地址池的前缀管理方式有以下几种： 

• 静态绑定 IPv6 前缀：通过将客户端 DUID 和 IAID 与 IPv6 前缀绑定的方式，实现为特定的客

户端分配特定的 IPv6 前缀； 

• 动态选择 IPv6 前缀：在地址池中指定可供分配的 IPv6 前缀范围，当收到客户端的 IPv6 前缀

申请时，从该前缀范围中动态选择 IPv6 前缀，分配给该客户端。 

在 DHCPv6 地址池中指定可供分配的 IPv6 前缀范围时，需要： 

(1) 创建前缀池，指定前缀池中包括的 IPv6 前缀范围。 

(2) 在地址池中指定动态分配的 IPv6 地址网段。 

(3) 在地址池中引用前缀池。 

3. 地址池的选取原则 

DHCPv6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或前缀时，按照如下顺序选择地址池： 

(1) 如果存在将客户端 DUID、IAID 与 IPv6 地址或前缀静态绑定的地址池，则选择该地址池，并

将静态绑定的 IPv6 地址或前缀、及该地址池中的网络参数分配给客户端。 

(2) 如果接收到 DHCPv6 请求报文的接口引用了某个地址池，则选择该地址池，从该地址池中选

取 IPv6 地址或前缀、及网络配置参数分配给客户端。 

(3) 如果配置了 DHCPv6 策略，则 DHCPv6 客户端匹配某个 DHCPv6 用户类时，DHCPv6 服务

器选择与该 DHCPv6 用户类关联的 DHCPv6 地址池；DHCPv6 客户端未匹配到 DHCPv6 用

户类时，若配置了默认 DHCPv6 地址池，则选择该 DHCPv6 地址池；若未配置默认 DHCPv6
地址池或 DHCPv6 默认地址池不存在可供分配的 IPv6 地址或前缀时，IPv6 地址、前缀或其

他参数分配失败。 

(4) 如果上述条件均不满足，则使用以下方法选择 DHCPv6 地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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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在同一网段，则将接收到 DHCPv6 请求报文的接口的 IPv6 地址与所

有地址池配置的网段进行匹配，并选择最长匹配的网段所对应的地址池。 

 如果客户端与服务器不在同一网段，即客户端通过 DHCPv6 中继获取 IPv6 地址或前缀，

则将离 DHCPv6 客户端最近的 DHCPv6 中继接口的 IPv6 地址与所有地址池配置的网段进

行匹配，并选择最长匹配的网段所对应的地址池。 

配置地址池动态分配的网段和 IPv6 地址范围时，请尽量保证与 DHCPv6 服务器接口或 DHCPv6 中

继接口的 IPv6 地址所在的网段一致，以免分配错误的 IPv6 地址。 

2.1.4  地址/前缀的选择优先次序 

DHCPv6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前缀的优先次序如下： 

(1) DUID、IAID 与客户端 DUID、IAID 匹配，且与客户端期望地址/前缀匹配的静态绑定地址/前
缀； 

(2) DUID、IAID 与客户端 DUID、IAID 匹配的静态绑定地址/前缀； 

(3) DUID 与客户端的 DUID 匹配，且与客户端期望地址/前缀匹配的静态绑定地址/前缀，该地址/
前缀中未指定客户端的 IAID； 

(4) DUID 与客户端 DUID 匹配的静态绑定地址/前缀，该地址/前缀中未指定客户端的 IAID； 

(5) 服务器记录的曾经分配给客户端的地址/前缀； 

(6) 当配置了 DHCPv6 地址池按照 EUI-64 方式分配 IPv6 地址时，地址池会使用客户端的 MAC
地址按照 EUI-64 方式生成的地址； 

(7) 地址池/前缀池中与客户端期望地址/前缀匹配的空闲地址/前缀； 

(8) 地址池/前缀池中的其他空闲地址/前缀； 

(9) 如果未找到可用的地址/前缀，则依次查询租约过期地址/前缀、曾经发生过冲突的地址，如果

找到则进行分配，否则将不予处理。 

如果客户端的网段发生变化，服务器不会为客户端分配曾经分配给它的地址/前缀，而是从匹配新网

段的地址池中重新选择地址/前缀等信息。 

 

使用曾经发生过冲突的 IPv6 地址时，只有冲突状态超过一小时的地址租约才能够被服务器分配给

新的 DHCPv6 客户端。 

 

2.2  DHCPv6服务器配置任务简介 

DHCPv6 服务器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为 DHCPv6 客户端分配 IPv6 前缀、IPv6 地址和其他网络参数 

请至少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配置为DHCPv6 客户端分配IPv6 前缀 

 配置为DHCPv6 客户端分配IPv6 地址 

 配置为DHCPv6 客户端分配网络参数 

(2) 修改 DHCPv6 服务器的地址池选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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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至少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配置接口工作在DHCPv6 服务器模式，并配置地址/前缀分配方式 

 配置DHCPv6 策略动态分配IPv6 地址、前缀和其他参数 

(3) （可选）配置DHCPv6 服务器发送DHCPv6 报文的DSCP优先级 

(4) （可选）配置DHCPv6 服务器租约固化功能 

(5) （可选）开启DHCPv6 服务器发布前缀路由功能 

(6) （可选）开启DHCPv6 服务器的日志信息功能 

2.3  配置为DHCPv6客户端分配IPv6前缀 

1. 功能简介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配置 DHCPv6 服务器为 DHCPv6 客户端分配 IPv6 前缀： 

• 在地址池中配置静态绑定前缀：指定 DUID、IAID 及前缀的静态绑定关系后，如果 DHCPv6
请求报文中的 DUID、IAID 与静态绑定的 DUID、IAID 都相同，则将静态绑定的前缀分配给此

DHCPv6 客户端。如果只指定了 DUID 和前缀的绑定关系，未指定静态绑定的 IAID，则只要

请求报文中的 DUID 与静态绑定的 DUID 相同，就将静态绑定的前缀分配给此 DHCPv6 客户

端。 

• 在地址池中引用包含一定前缀范围的前缀池：接收到 DHCPv6 客户端的前缀分配请求后，

DHCPv6 服务器从前缀范围中动态选择可用前缀，分配给客户端。 

在实际组网中，某些前缀是保留前缀，不应该动态分配给客户端。通过配置不参与自动分配的前缀，

可以避免 DHCPv6 服务器分配这些前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为 DHCPv6 客户端分配 IPv6 前缀时，需要注意： 

• 一个 IPv6 前缀只能与一个客户端绑定。不允许通过重复执行 static-bind prefix 命令的

方式修改 IPv6 前缀与客户端的绑定关系、前缀的首选生命期和有效生命期。只有删除该 IPv6
前缀的静态绑定配置后，才能将该 IPv6 前缀与其他客户端绑定，或修改前缀的首选生命期和

有效生命期。 

• 一个地址池最多可以引用一个前缀池。 

• 地址池可以引用并不存在的前缀池，但是，此时设备无法从该地址池中动态选择前缀分配给

客户端。只有创建该前缀池后，才能支持前缀的动态选择。 

• 不允许通过重复执行 prefix-pool 命令的方式修改地址池引用的前缀池、前缀的首选生命

期和有效生命期。只有取消当前地址池引用的前缀池后，才能引用其他的前缀池，或修改首

选生命期和有效生命期。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v6 前缀。 
ipv6 dhcp server forbidden-prefix start-prefix/prefix-len 
[ end-prefix/prefix-len ] 

缺省情况下，DHCPv6 前缀池中的所有 IPv6 前缀都参与自动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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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 ipv6 dhcp server forbidden-prefix 命令将已经静态绑定的 IPv6 前缀配置

为不参与自动分配的前缀，则该前缀仍然可以分配给静态绑定的用户。 

(3) 创建前缀池。 
ipv6 dhcp prefix-pool prefix-pool-number prefix { prefix-number | 
prefix/prefix-len } assign-len assign-len 

仅在 DHCPv6 服务器为 DHCPv6 客户端动态分配 IPv6 前缀时需要进行本配置。 

当配置前缀池引用前缀编号时，必须保证指定前缀号有对应的生效前缀，否则配置不生效。 

(4) 创建 DHCPv6 地址池，并进入 DHCPv6 地址池视图。 
ipv6 dhcp pool pool-name 

(5) 配置动态分配的 IPv6 地址网段。 
network { prefix/prefix-length | prefix prefix-number 
[ sub-prefix/sub-prefix-length ] } [ preferred-lifetime 
preferred-lifetime valid-lifetime valid-life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动态分配的 IPv6 地址网段。 

不能在不同地址池下使用 network 命令配置相同的地址网段。 

不能在不同地址池下引用完全一致的前缀编号、子前缀和子前缀长度。 

(6) 配置地址池引用前缀信息。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静态绑定前缀。 
static-bind prefix prefix/prefix-len duid duid [ iaid iaid ] 
[ preferred-lifetime preferred-lifetime valid-lifetime 
valid-life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地址池的静态绑定前缀。 

重复执行 static-bind prefix 命令，可以配置多个静态绑定的 IPv6 前缀。 

 配置地址池引用前缀池。 
prefix-pool prefix-pool-number [ preferred-lifetime 
preferred-lifetime valid-lifetime valid-life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可动态分配的前缀。 

2.4  配置为DHCPv6客户端分配IPv6地址 

1. 功能简介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配置 DHCPv6 服务器为 DHCPv6 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 

• 在地址池中配置静态绑定地址：指定 DUID、IAID 及地址的静态绑定关系后，如果 DHCPv6
请求报文中的 DUID、IAID 与静态绑定的 DUID、IAID 都相同，则将静态绑定的地址分配给此

DHCPv6 客户端。如果只指定了 DUID 和地址的绑定关系，未指定静态绑定的 IAID，则只要

请求报文中的 DUID 与静态绑定的 DUID 相同，就将静态绑定的地址分配给此 DHCPv6 客户

端。 

• 在地址池中配置动态分配的地址网段和地址范围： 

 在进行非临时地址分配时，如果未在地址池下通过 address range 命令配置动态分配的

IPv6 非临时地址范围，则 network 命令指定的网段内的单播地址都可以分配给 DHC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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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如果配置了 address range 命令，则只会从该地址范围内分配 IPv6 非临时地

址，即使该范围内的地址分配完毕，也不会从 network 命令指定的地址范围内分配 IPv6
非临时地址。 

 在进行临时地址分配时，如果未在地址池下通过 temporary address range 命令配置

动态分配的 IPv6 临时地址范围，则地址池无法分配临时地址。如果配置了 temporary 

address range 命令，则只会从该地址范围内分配 IPv6 临时地址，不会从 network 或

者 address range 命令配置的地址范围内分配临时地址。 

在实际组网中，某些地址是服务器的地址或者是保留地址，不应该动态分配给客户端。通过配置不

参与自动分配的地址，可以避免 DHCPv6 服务器分配这些地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为 DHCPv6 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需要注意： 

• 一个地址池下只能配置一个 IPv6 非临时地址范围和一个 IPv6 临时地址范围。 

• address range命令和temporary address range命令配置的地址范围应该在network

命令配置的网段内，否则地址不能被分配。 

• 一个地址池最多可以引用一个前缀池。地址池可以引用并不存在的前缀池，但是，此时设备

无法从该地址池中动态选择前缀分配给客户端。只有创建该前缀池后，才能支持前缀的动态

选择。 

• 一个 IPv6 地址只能与一个客户端绑定。不允许通过重复执行 static-bind address 命令

的方式修改 IPv6地址与客户端的绑定关系、地址的首选生命期和有效生命期。只有删除该 IPv6
地址的静态绑定配置后，才能通过重新配置将该 IPv6 地址与其他客户端绑定，或修改地址的

首选生命期和有效生命期。 

• 每个 DHCPv6 地址池只能配置一个网段，在相同地址池中重复执行 network 命令，新的配

置会覆盖已有配置。如果相邻两次 network 命令配置的地址网段相同而首选生命期和有效生

命期不同，则新配置的首选生命期和有效生命期只能在新生成的绑定信息中生效，原有绑定

信息不受影响。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v6 地址。 
ipv6 dhcp server forbidden-address start-ipv6-address 

[ end-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除 DHCPv6 服务器接口的 IPv6 地址外，DHCPv6 地址池中的所有 IPv6 地址都

参与自动分配。 

如果通过 ipv6 dhcp server forbidden-address 命令将已经静态绑定的 IPv6 地址配

置为不参与自动分配的地址，则该地址仍然可以分配给静态绑定的用户。 

(3) 进入 DHCPv6 地址池视图。 
ipv6 dhcp pool pool-name 

(4) 配置动态分配的 IPv6 地址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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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 prefix/prefix-length | prefix prefix-number 
[ sub-prefix/sub-prefix-length ] } [ preferred-lifetime 
preferred-lifetime valid-lifetime valid-life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动态分配的 IPv6 地址网段。 

不能在不同地址池下使用 network 命令配置相同的地址网段。 

不能在不同地址池下引用完全一致的前缀编号、子前缀和子前缀长度。 

(5) （可选）配置动态分配的 IPv6 非临时地址范围。 
address range start-ipv6-address end-ipv6-adddress 

[ preferred-lifetime preferred-lifetime valid-lifetime 
valid-life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地址池中动态分配的 IPv6 非临时地址范围，整个网段内的单播地址都可

以作为非临时地址分配给客户端。 

(6) （可选）配置动态分配的 IPv6 临时地址范围。 
temporary address range start-ipv6-address end-ipv6-adddress 
[ preferred-lifetime preferred-lifetime valid-lifetime 
valid-life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动态分配的 IPv6 临时地址范围，不能分配 IPv6 临时地址。 

(7) （可选）配置 DHCPv6 地址池按照 EUI-64 方式分配 IPv6 地址。 
address-alloc-mode eui-64 

缺省情况下，DHCPv6 地址池不按照 EUI-64 方式分配 IPv6 地址。 

配置本命令后，当DHCPv6服务器收到DHCPv6客户端的请求报文时，DHCPv6服务器会使

用请求报文中的客户端 MAC 地址通过 EUI-64 方式生成 IPv6 地址，并将该 IPv6 地址分配给

DHCPv6 客户端。 

(8) （可选）配置静态绑定的 IPv6 地址。 
static-bind address ipv6-address/addr-prefix-length duid duid [ iaid 
iaid ] [ preferred-lifetime preferred-lifetime valid-lifetime 
valid-lifetime ]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静态绑定的 IPv6 地址。 

重复执行 static-bind address 命令，可以配置多个静态绑定的 IPv6 地址。 

2.5  配置为DHCPv6客户端分配网络参数 

2.5.1  功能简介 

除了分配 IPv6 地址和 IPv6 前缀外，DHCPv6 地址池中还可以配置其他网络参数，如在一个地址池

下最多可以配置 8 个 DNS 服务器地址、1 个域名、8 个 SIP 服务器地址和 8 个 SIP 服务器域名等。 

可以通过如下方式配置为 DHCPv6 客户端分配的网络参数： 

• 直接在 DHCPv6 地址池视图下配置网络参数。 

• 在 DHCPv6 选项组中配置网络参数，并在 DHCPv6 地址池视图下指定引用的 DHCPv6 选项

组。 

直接在 DHCPv6 地址池视图下配置的网络参数的优先级高于 DHCPv6 选项组中配置的网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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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直接在DHCPv6 地址池中配置网络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DHCPv6 地址池视图。 
ipv6 dhcp pool pool-name 

(3) 配置动态分配的 IPv6 地址网段。 
network { prefix/prefix-length | prefix prefix-number 
[ sub-prefix/sub-prefix-length ] } [ preferred-lifetime 
preferred-lifetime valid-lifetime valid-life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动态分配的 IPv6 地址网段。 

不能在不同地址池下使用 network 命令配置相同的地址网段。 

不能在不同地址池下引用完全一致的前缀编号、子前缀和子前缀长度。 

地址池引用前缀编号分配动态地址时必须保证前缀号有对应的生效前缀，否则配置不生效。 

(4) 配置为客户端分配的 DNS 服务器地址。 
dns-server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为客户端分配的 DNS 服务器地址。 

(5) 配置为客户端分配的域名。 
domain-name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为客户端分配的域名。 

(6) 配置为客户端分配的 SIP 服务器地址或域名。 
sip-server { address ipv6-address | domain-name domain-name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为客户端分配的 SIP 服务器地址或域名。 

(7) 配置 DHCPv6 自定义选项。 
option code hex hex-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v6 自定义选项。 

2.5.3  通过DHCPv6 选项组配置网络参数 

1. 功能简介 

DHCPv6 选项组的创建方法有以下几种： 

• 通过 ipv6 dhcp option-group 命令手工创建静态 DHCPv6 选项组。 

• 设备作为 DHCPv6 客户端获取 IPv6 地址、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时，在 DHCPv6 客户端上根

据获取的网络配置参数动态创建 DHCPv6 选项组。 

手工创建的 DHCPv6 选项组优先级高于动态创建的 DHCPv6 选项组。本节只介绍手工创建静态

DHCPv6 选项组的方法，动态创建 DHCPv6 选项组的方法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

的“DHCPv6 客户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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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工创建静态 DHCPv6 选项组，并进入 DHCPv6 选项组视图。 
ipv6 dhcp option-group option-group-number 

(3) 配置为客户端分配的 DNS 服务器地址。 
dns-server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为客户端分配的 DNS 服务器地址。 

(4) 配置为客户端分配的域名后缀。 
domain-name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为客户端分配的域名后缀。 

(5) 配置为客户端分配的 SIP 服务器地址或域名。 
sip-server { address ipv6-address | domain-name domain-name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为客户端分配的 SIP 服务器地址或域名。 

(6) 配置 DHCPv6 自定义选项。 
option code hex hex-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v6 自定义选项。 

(7)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8) 进入 DHCPv6 地址池视图。 
ipv6 dhcp pool pool-name 

(9) 配置 DHCPv6 地址池引用选项组。 
option-group option-group-number 

缺省情况下，DHCPv6 地址池未引用选项组。 

2.6  配置接口工作在DHCPv6服务器模式，并配置地址/前缀分配方式 

1. 功能简介 

配置接口工作在 DHCPv6 服务器模式后，当接口未引用地址池时，接口收到 DHCPv6 客户端发来

的DHCPv6报文时，服务器根据该接口的地址或DHCPv6中继接口的地址选择最长匹配的DHCPv6
地址池，并从该地址池中选择 IPv6 地址或前缀分配给客户端。当接口引用地址池时，则从引用的

地址池中选择 IPv6 地址或前缀分配给客户端。如果引用的地址池中不存在可供分配的 IPv6 地址或

前缀，则设备将无法为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或前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接口工作在 DHCPv6 服务器模式，并配置地址/前缀分配方式时，需要注意： 

• 一个接口不能同时作为 DHCPv6 服务器和 DHCPv6 中继。 

• 建议不要在一个接口上同时配置 DHCPv6 服务器和 DHCPv6 客户端功能。 

• 接口可以引用并不存在的地址池，但是，此时该接口无法为客户端分配前缀等信息。只有创

建该地址池后，才能为客户端分配前缀等信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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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工作在 DHCPv6 服务器模式。 
ipv6 dhcp select server 

缺省情况下，接口未工作在DHCPv6服务器模式，也未工作在DHCPv6中继模式，接口接收

到 DHCPv6 客户端发来的 DHCPv6 报文后，丢弃该报文。 

(4) 配置地址池选择方式。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全局查找地址池，并指定全局查找 DHCPv6 地址池时地址或前缀分配方式。 
ipv6 dhcp server { allow-hint | preference preference-value | 
rapid-commit } * 

缺省情况下，不支持期望地址/前缀分配，缺省优先级为 0，不支持快速分配。 

 配置接口引用 DHCP 地址池。 
ipv6 dhcp server apply pool pool-name [ allow-hint | preference 
preference-value | rapid-commit ] * 

2.7  配置DHCPv6策略动态分配IPv6地址、前缀和其他参数 

1. 功能简介 

创建 DHCPv6 策略，并在接口引用该策略后，该接口接收到 DHCPv6 请求报文时，则根据配置顺

序逐个匹配 DHCPv6 策略中通过 class pool 命令指定的 DHCPv6 用户类。匹配情况如下： 

• 若匹配 DHCPv6 用户类成功，当该 DHCPv6 用户类关联的 DHCPv6 地址池中存在可供分配

的地址或前缀信息时，则从该 DHCPv6 地址池中分配 IPv6 地址、前缀或其他参数；当该

DHCPv6 用户类关联的 DHCPv6 地址池中不存在可供分配的地址或前缀信息时，IPv6 地址、

前缀或其他参数分配失败。 

• 若匹配 DHCPv6 策略中的所有 DHCPv6 用户类失败，当配置了默认 DHCPv6 地址池时，则

从该 DHCPv6 地址池中分配 IPv6 地址、前缀或网络参数；当未配置默认 DHCPv6 地址池或

DHCPv6 默认地址池不存在可供分配的 IPv6 地址或前缀时，IPv6 地址、前缀或其他参数分配

失败。 

• 若接收 DHCPv6 请求报文的接口引用的 DHCPv6 策略不存在或匹配的 DHCPv6 用户类关联

的 DHCPv6 地址池不存在，IPv6 地址、前缀或其他参数分配失败。 

• 匹配规则中不支持匹配 DHCPv6 设备添加的选项，比如 Option 18 或 Option 37。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DHCPv6 用户类，并进入 DHCPv6 用户类视图。 
ipv6 dhcp class class-name 

(3) 配置 DHCPv6 用户类的匹配规则。 
if-match rule rule-number { option option-code [ ascii acsii-string 
[ offset offset | partial ] | hex hex-string [ mask mask | offset offset 
length length | partial ] ] | relay-agent gateway-ipv6-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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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DHCPv6 用户类的匹配规则。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创建 DHCPv6 策略，并进入 DHCPv6 策略视图。 
ipv6 dhcp policy policy-name 

DHCPv6 策略需要在接口上引用才生效。 

(6) 指定 DHCPv6 用户类关联的 DHCPv6 地址池。 
class class-name pool pool-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DHCPv6 用户类关联的 DHCPv6 地址池。 

(7) （可选）指定默认 DHCPv6 地址池。 
default pool pool-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默认 DHCPv6 地址池。 

(8)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9)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10) 指定接口引用的 DHCPv6 策略。 
ipv6 dhcp apply-policy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接口未引用 DHCPv6 策略。 

2.8  配置DHCPv6服务器发送DHCPv6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 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

DHCPv6 服务器发送的 DHCPv6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DHCPv6 服务器发送 DHCPv6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ipv6 dhcp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DHCPv6 服务器发送的 DHCPv6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56。 

2.9  配置DHCPv6服务器租约固化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v6 服务器重启后，设备上记录的租约信息将丢失，会影响 DHCP 服务器的正常业务。 

DHCPv6 服务器租约固化功能将 DHCPv6 服务器的核心运行数据（在用地址租约、冲突表项）保

存到指定的文件中，DHCPv6 服务器设备重启后，自动根据该文件恢复 DHCPv6 服务器的租约信

息，从而保证 DHCPv6 服务器的租约信息不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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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DHCPv6 服务器设备重启后，自动根据该文件恢复 DHCPv6 服务器的租约信息，租约恢复的过

程中，DHCPv6 服务器不能提供 DHCPv6 业务。所以当恢复过程出现问题导致恢复过程无法结束

时，用户可配置 ipv6 dhcp server database update stop 命令终止当前的 DHCPv6 服务器

表项恢复操作，以便 DHCPv6 服务器能及时提供 DHCPv6 服务。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存储 DHCPv6 服务器表项的文件名称。 
ipv6 dhcp server database filename { filename | url url [ username 
username [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存储文件名称。 

执行本命令后，会立即触发一次表项备份。 

(3) （可选）将当前的 DHCPv6 服务器表项保存到用户指定的文件中。 
ipv6 dhcp server database update now 

本命令只用来触发一次 DHCPv6 服务器表项的备份。 

(4) （可选）配置刷新 DHCPv6 服务器表项存储文件的延迟时间。 
ipv6 dhcp server database update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若 DHCPv6 服务器表项不变化，则不刷新存储文件；若 DHCPv6 服务器表项发

生变化，默认在 300 秒之后刷新存储文件。 

(5) （可选）终止当前的 DHCPv6 服务器表项恢复操作。 
ipv6 dhcp server database update stop 

本命令只用来触发一次终止 DHCPv6 服务器表项信息的恢复。 

2.10  开启DHCPv6服务器发布前缀路由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v6 客户端获取到 IPv6 前缀后，通过该 IPv6 前缀为下行网络内的主机分配 IPv6 地址。此时，

DHCPv6 客户端与网络内的主机不在同一网段内，会导致主机无法与外界通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 DHCPv6 服务器和 DHCPv6 客户端在同一个链路范围内时，需要在 DHCPv6 服务器上开启发布

前缀路由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v6 服务器发布前缀路由功能。 
ipv6 dhcp advertise pd-route 

缺省情况下，DHCPv6 服务器发布前缀路由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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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开启DHCPv6服务器的日志信息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v6 服务器日志可以方便管理员定位问题和解决问题。设备生成 DHCPv6 日志信息会交给信

息中心模块处理，信息中心模块的配置将决定日志信息的发送规则和发送方向。关于信息中心的详

细描述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大量 DHCPv6 客户端发生上下线操作时，DHCPv6 服务器需要输出大量日志信息，这可能会降低

设备性能，影响 DHCPv6 服务器分配 IPv6 前缀或 IPv6 地址的速度。为了避免该情况的发生，用户

可以关闭 DHCPv6 服务器日志信息功能，使得 DHCPv6 服务器不再输出日志信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v6 服务器日志信息功能。 
ipv6 dhcp 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v6 服务器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12  DHCPv6服务器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DHCPv6服务器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DHCPv6 服务器的统计信息。 

表2-1 DHCPv6 服务器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本设备的DUID display ipv6 dhcp duid 

显示DHCPv6选项组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option-group 
[ option-group-number ] 

显示DHCPv6地址池的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pool [ pool-name ] 

显示前缀池的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prefix-pool 
[ prefix-pool-number ] 

显示接口上的DHCPv6服务器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erver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DHCPv6地址冲突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erver conflict [ address 
ipv6-address ] 

显示DHCPv6服务器表项备份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erver database 

显示租约过期的DHCPv6地址绑定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erver expired [ address 
ipv6-address | pool pool-name ] 

显示DHCPv6地址绑定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erver ip-in-use [ address 
ipv6-address | pool pool-name ] 

显示DHCPv6前缀绑定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erver pd-in-use [ pool pool-name 
| [ prefix prefix/prefix-le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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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DHCPv6服务器的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erver statistics [ pool 
pool-name ] 

清除DHCPv6地址冲突信息 reset ipv6 dhcp server conflict [ address 
ipv6-address ] 

清除租约过期的DHCPv6地址绑定信息 reset ipv6 dhcp server expired [ address 
ipv6-address | pool pool-name ] 

清除DHCPv6的正式地址绑定和临时地址绑

定信息 
reset ipv6 dhcp server ip-in-use [ address 
ipv6-address | pool pool-name ] 

清除DHCPv6正式前缀绑定和临时前缀绑定

信息 
reset ipv6 dhcp server pd-in-use [ pool pool-name 
| prefix prefix/prefix-len ] 

清除DHCPv6服务器的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ipv6 dhcp server statistics 

 

2.13  DHCPv6服务器典型配置举例 

2.13.1  动态分配IPv6 前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HCPv6 客户端从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前缀，以及网络配置参数：DNS 服务器地址、域

名、SIP 服务器地址和 SIP 服务器域名。其中： 

• Switch 作为 DHCPv6 服务器，地址为 1::1/64。 

• DHCPv6 服务器为 DUID 为 00030001CA0006A40000 的客户端固定分配前缀

2001:0410:0201::/48；为其他客户端分配 2001:0410::/48～2001:0410:FFFF::/48 之间除

2001:0410:0201::/48 外的前缀。 

• DNS 服务器地址为 2:2::3。 

• DHCPv6 客户端所属域的域名后缀为 aaa.com。 

• SIP 服务器地址为 2:2::4，域名为 bbb.com。 

2. 组网图 

图2-4 DHCPv6 服务器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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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HCPv6 服务器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v6 地址。取消设备发布 RA 消息的抑制。配置被管理地址的配置标

志位为 1，即主机通过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配置其他信息配置标志位为 1，即主

机通过 DHCPv6 服务器获取除 IPv6 地址以外的其他信息。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1::1/64 

[Switch-Vlan-interface2] undo ipv6 nd ra halt 

[Switch-Vlan-interface2] ipv6 nd autoconfig managed-address-flag 

[Switch-Vlan-interface2] ipv6 nd autoconfig other-flag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前缀池 1，包含的前缀为 2001:0410::/32，分配的前缀长度为 48。 
[Switch] ipv6 dhcp prefix-pool 1 prefix 2001:0410::/32 assign-len 48 

# 创建地址池 1。 
[Switch] ipv6 dhcp pool 1 

# 配置地址池 1 网段为 1::/64，与 VLAN 接口 2 地址所属的网段相同。 
[Switch-dhcp6-pool-1] network 1::/64 

# 配置地址池 1 引用已存在的前缀池 1，并设置动态分配前缀的首选生命期为 1 天，有效生命

期为 3 天。 
[Switch-dhcp6-pool-1] prefix-pool 1 preferred-lifetime 86400 valid-lifetime 259200 

# 在地址池 1 中配置静态绑定前缀：绑定的前缀为 2001:0410:0201::/48，绑定的客户端 DUID
为 00030001CA0006A40000，并设置首选生命期为 1 天，有效生命期为 3 天。 
[Switch-dhcp6-pool-1] static-bind prefix 2001:0410:0201::/48 duid 
00030001CA0006A40000 preferred-lifetime 86400 valid-lifetime 259200 

# 配置为客户端分配的 DNS 服务器地址为 2:2::3。 
[Switch-dhcp6-pool-1] dns-server 2:2::3 

# 配置为客户端分配的域名为 aaa.com。 
[Switch-dhcp6-pool-1] domain-name aaa.com 

# 配置为客户端分配的 SIP 服务器地址为 2:2::4，域名为 bbb.com。 
[Switch-dhcp6-pool-1] sip-server address 2:2::4 

[Switch-dhcp6-pool-1] sip-server domain-name bbb.com 

[Switch-dhcp6-pool-1] quit 

# 配置 VLAN 接口 2 工作在 DHCPv6 服务器模式，并在该接口使能期望前缀分配和前缀快速

分配功能，并将优先级设置为最高。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v6 dhcp select server 

[Switch-Vlan-interface2] ipv6 dhcp server allow-hint preference 255 rapid-commit 

4. 验证配置 

# 完成上述配置后，查看 VLAN 接口 2 上的 DHCPv6 服务器配置信息。 
[Switch-Vlan-interface2] display ipv6 dhcp server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Using pool: global 

Preference value: 255 

Allow-hint: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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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commit: Enabled 

# 显示地址池 1 的信息。 
[Switch-Vlan-interface2] display ipv6 dhcp pool 1 

DHCPv6 pool: 1 

  Network: 1::/64 

    Preferred lifetime 604800, valid lifetime 2592000 

  Prefix pool: 1 

    Preferred lifetime 86400, valid lifetime 259200 

  Static bindings: 

    DUID: 00030001ca0006a40000 

    IAID: Not configured 

    Prefix: 2001:410:201::/48 

      Preferred lifetime 86400, valid lifetime 259200 

  DNS server addresses: 

    2:2::3 

  Domain name: 

    aaa.com 

  SIP server addresses: 

    2:2::4 

  SIP server domain names: 

    bbb.com            

# 显示前缀池 1 的信息。 
[Switch-Vlan-interface2] display ipv6 dhcp prefix-pool 1 

Prefix: 2001:410::/32 

Assigned length: 48 

Total prefix number: 65536 

Available: 65535 

In-use: 0 

Static: 1 

# DUID 为 00030001CA0006A40000 的客户端获取 IPv6 前缀后，显示前缀绑定信息。 
[Switch-Vlan-interface2] display ipv6 dhcp server pd-in-use 

Pool: 1 

 IPv6 prefix                                 Type      Lease expiration 

 2001:410:201::/48                           Static(C) Jul 10 19:45:01 2009 

# 其他客户端获取 IPv6 前缀后，显示前缀绑定信息。 
[Switch-Vlan-interface2] display ipv6 dhcp server pd-in-use 

Pool: 1 

 IPv6 prefix                                 Type      Lease expiration 

 2001:410:201::/48                           Static(C) Jul 10 19:45:01 2009 

 2001:410::/48                               Auto(C)   Jul 10 20:44:05 2009 

2.13.2  动态分配IPv6 地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作为DHCPv6服务器的Switch A为网段 1::1:0:0:0/96和 1::2:0:0:0/96的客户端动态分配 IPv6
地址； 



 

2-18 

• Switch A 的两个 VLAN 接口 Vlan-interface10 和 Vlan-interface20 的地址分别为 1::1:0:0:1/96
和 1::2:0:0:1/96； 

• 1::1:0:0:0/96 网段内的地址租约时长为 172800 秒（2 天），有效时长为 345600 秒（4 天），域

名后缀为 aabbcc.com，DNS 服务器地址为 1::1:0:0:2/96； 

• 1::2:0:0:0/96 网段内的地址租约时长为 432000 秒（5 天），有效时长为 864000 秒（10 天），

域名后缀为 aabbcc.com，DNS 服务器地址为 1::2:0:0:2/96。 

2. 组网图 

图2-5 DHCPv6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HCPv6 server 各接口的 IPv6 地址。取消设备发布 RA 消息的抑制。配置被管理地址的

配置标志位为 1，即主机通过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配置其他信息配置标志位为 1，
即主机通过 DHCPv6 服务器获取除 IPv6 地址以外的其他信息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v6 address 1::1:0:0:1/96 

[SwitchA-Vlan-interface10] undo ipv6 nd ra halt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v6 nd autoconfig managed-address-flag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v6 nd autoconfig other-flag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v6 address 1::2:0:0:1/96 

[SwitchA-Vlan-interface20] undo ipv6 nd ra halt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v6 nd autoconfig managed-address-flag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v6 nd autoconfig other-flag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2) 配置 DHCPv6 服务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 和 Vlan-interface20 工作在 DHCPv6 服务器模式。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v6 dhcp select server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v6 dhcp select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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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 配置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v6 地址，以避免分配 DNS 服务器的地址。 
[SwitchA] ipv6 dhcp server forbidden-address 1::1:0:0:2 

[SwitchA] ipv6 dhcp server forbidden-address 1::2:0:0:2 

# 配置 DHCPv6 地址池 1，为 1::1:0:0:0/96 网段的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等参数。 
[SwitchA] ipv6 dhcp pool 1 

[SwitchA-dhcp6-pool-1] network 1::1:0:0:0/96 preferred-lifetime 172800 valid-lifetime 
345600 

[SwitchA-dhcp6-pool-1] domain-name aabbcc.com 

[SwitchA-dhcp6-pool-1] dns-server 1::1:0:0:2 

[SwitchA-dhcp6-pool-1] quit 

# 配置 DHCPv6 地址池 2，为 1::2:0:0:0/96 网段的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等参数。 
[SwitchA] ipv6 dhcp pool 2 

[SwitchA-dhcp6-pool-2] network 1::2:0:0:0/96 preferred-lifetime 432000 valid-lifetime 
864000 

[SwitchA-dhcp6-pool-2] domain-name aabbcc.com 

[SwitchA-dhcp6-pool-2] dns-server 1::2:0:0:2 

[SwitchA-dhcp6-pool-2]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1::1:0:0:0/96 和 1::2:0:0:0/96 网段的客户端可以从 DHCPv6 服务器 Switch A 申请到

相应网段的 IPv6 地址和网络配置参数。通过 display ipv6 dhcp server ip-in-use 命令

可以查看 DHCPv6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的 IPv6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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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HCPv6 中继 

3.1  DHCPv6中继简介 

3.1.1  应用环境 

DHCPv6 客户端通常通过链路本地范围的组播地址与DHCPv6 服务器通信，以获取IPv6 地址和其

他网络配置参数。如 图 3-1 所示，服务器和客户端不在同一个链路范围内时，服务器和客户端无法

直接通信，需要通过DHCPv6 中继来转发报文。部署DHCPv6 中继可以避免在每个链路范围内都部

署DHCPv6 服务器，既节省了成本，又便于进行集中管理。 

图3-1 DHCPv6 中继应用组网图 

 
 

3.1.2  DHCPv6 中继的工作过程 

图3-2 DHCPv6 中继的工作过程 

 
 

如 图 3-2 所示，以交互两个消息的快速分配过程为例，DHCPv6 客户端通过DHCPv6 中继，从

DHCPv6 服务器获取IPv6 地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的过程为： 

(1) DHCPv6客户端向所有 DHCPv6服务器和中继的组播地址 FF02::1:2发送携带 Rapid Commit
选项的 Solicit 消息； 

IPv6 network

DHCPv6 server

DHCPv6 relay agent

DHCPv6 client DHCPv6 client

DHCPv6 clientDHCPv6 client

(1) Solicit (contains a Rapid Commit option)

(4) Reply

DHCPv6 client DHCPv6 relay agent DHCPv6 server

(2) Relay-forward

(3) Relay-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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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HCPv6 中继接收到 Solicit 消息后，将其封装在 Relay-forward 报文的中继消息选项（Relay 
Message Option）中，并将 Relay-forward 报文发送给 DHCPv6 服务器； 

(3) DHCPv6 服务器从 Relay-forward 报文中解析出客户端的 Solicit 消息，为客户端选取 IPv6 地

址和其他参数，构造 Reply 消息，将 Reply 消息封装在 Relay-reply 报文的中继消息选项中，

并将 Relay-reply 报文发送给 DHCPv6 中继； 

(4) DHCPv6 中继从 Relay-reply 报文中解析出服务器的 Reply 消息，转发给 DHCPv6 客户端，

以便 DHCPv6 客户端根据 DHCPv6 服务器分配的 IPv6 地址和其他参数进行网络配置。 

3.2  DHCPv6中继配置任务简介 

DHCPv6 中继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接口工作在DHCPv6 中继模式 

(2) 指定DHCPv6 服务器的地址 

(3) （可选）配置DHCPv6 中继为DHCPv6 客户端分配的网关地址 

(4) （可选）配置DHCPv6 中继发送DHCPv6 报文的DSCP优先级 

(5) （可选）配置DHCPv6 中继支持的Interface ID选项填充模式 

(6) （可选）开启DHCPv6 中继发布前缀路由功能 

(7) （可选）配置DHCPv6 中继报文填充指定源地址 

3.3  配置接口工作在DHCPv6中继模式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不要在一个接口上同时配置 DHCPv6 中继和 DHCPv6 客户端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工作在 DHCPv6 中继模式。 
ipv6 dhcp select relay 

缺省情况下，接口未工作在 DHCPv6 中继模式。 

3.4  指定DHCPv6服务器的地址 

3.4.1  指定DHCPv6 中继对应的DHCPv6 服务器地址 

1. 功能简介 

工作在 DHCPv6 中继模式的接口接收到 DHCPv6 客户端发来的报文后，将其封装在 Relay-forward
报文中，并发送给指定的 DHCPv6 服务器，由 DHCPv6 服务器为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IPv6 前缀

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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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通过多次执行 ipv6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命令可以指定多个 DHCPv6 服务器，

一个接口下最多可以指定 8个DHCPv6服务器。DHCPv6中继接收到DHCPv6客户端报文后，

将其转发给所有的 DHCPv6 服务器。 

• 如果指定的 DHCPv6 服务器地址为链路本地地址或组播地址，则必须通过 ipv6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命令的 interface 参数指定出接口，否则报文可能会无法到达

服务器。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指定 DHCPv6 中继对应的 DHCPv6 服务器地址。 
ipv6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ipv6-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DHCPv6 中继对应的 DHCPv6 服务器地址。 

3.4.2  指定中继地址池上对应的DHCPv6 服务器地址 

1. 功能简介 

对于某些特定的用户接入方式，基于用户接入位置信息的不同，网络中存在大量不同类型的用户。

为了使相同类型的用户可以从指定的 DHCPv6 服务器申请 IPv6 地址等网络参数，IPoE 模块根据用

户注册信息，使不同的用户选择不同的 DHCPv6 中继地址池，并从中继地址池下配置的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等网络参数。 

一台 DHCPv6 中继的一个接口下可能连接不同类型的用户，当 DHCPv6 中继转发 DHCPv6 客户端

请求报文给 DHCPv6 服务器时，不能再以中继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选择地址池的依据。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需要使用 gateway-list 命令指定某个类型用户所在的网段，并将该地址添加到转发

给 DHCPv6 服务器的报文的 Link-address 字段中，为 DHCPv6 服务器选择地址池提供依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为了提高可靠性，一个 DHCPv6 中继地址池下最多可以配置 8 个 DHCPv6 服务器地址，当

DHCPv6 客户端匹配该中继地址池后，DHCPv6 中继会将 DHCPv6 客户端发来的 DHCPv6
报文转发给该地址池对应所有的 DHCPv6 服务器。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DHCPv6 中继地址池，并进入 DHCPv6 中继地址池视图。 
ipv6 dhcp pool pool-name 

(3) 指定匹配该地址池的 DHCPv6 客户端所在的网段地址。 
gateway-list ipv6-addres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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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匹配该地址池的 DHCPv6 客户端所在的网段地址。 

(4) 指定中继地址池对应的 DHCPv6 服务器地址。 
remote-server ipv6-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中继地址池对应的 DHCPv6 服务器的地址。 

3.5  配置DHCPv6中继为DHCPv6客户端分配的网关地址 

1. 功能简介 

当未开启该功能时，DHCPv6 中继收到 DHCPv6 客户端的请求报文后，只能将接口的第一个 IPv6
添加到报文中，然后转发给 DHCPv6 服务器。对于某些特定需求，DHCPv6 中继需要添加指定的

地址到报文中，这时就需要配置此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DHCPv6 中继为 DHCPv6 客户端分配的网关地址。 
ipv6 dhcp relay gateway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DHCPv6 中继分配接口下的第一个 IPv6 地址作为 DHCPv6 客户端的网关地址。 

3.6  配置DHCPv6中继发送DHCPv6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 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

DHCPv6 中继发送的 DHCPv6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DHCPv6 中继发送 DHCPv6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ipv6 dhcp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DHCPv6 中继发送的 DHCPv6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56。 

3.7  配置DHCPv6中继支持的Interface ID选项填充模式 

1. 功能简介 

如果配置了 DHCPv6 中继支持的 Interface ID 选项填充模式，当 DHCPv6 中继接收到客户端发送的

DHCPv6 报文后，会以配置的填充方式将 DHCPv6 客户端的位置信息填充 Option 18 选项，并把填

充好的报文转发给 DHCPv6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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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DHCPv6 中继支持的 Interface ID 选项填充模式。 
ipv6 dhcp relay interface-id { bas | interface } 

缺省情况下，Interface ID 选项的填充模式为接口索引信息。 

3.8  开启DHCPv6中继发布前缀路由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v6 客户端获取到 IPv6 前缀后，通过该 IPv6 前缀为下行网络内的主机分配 IPv6 地址。此时，

DHCPv6 客户端与网络内的主机不在同一网段内，会导致主机无法与外界通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在和 DHCPv6 客户端处于同一个链路范围内的 DHCPv6 中继上开启发布前缀路由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v6 中继发布前缀路由功能。 
ipv6 dhcp advertise pd-route 

缺省情况下，DHCPv6 中继发布前缀路由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开启 DHCPv6 中继发布前缀路由功能前，需要先开启 DHCPv6 中继用户表项记录功能。 

3.9  配置DHCPv6中继报文填充指定源地址 

1. 功能简介 

在某些组网中，DHCPv6 中继接口到 DHCPv6 服务器没有可达路由，用户需要配置本命令选择

DHCPv6中继设备上的另一个接口（一般选择的是Loopback口）的 IPv6地址填充到转发给DHCPv6
服务器的 DHCPv6 请求报文中的源地址字段。 

DHCPv6 中继上行报文源地址填充为用户指定的全球单播地址或指定接口的地址。 

未配置该功能时，DHCPv6 中继上行报文源地址默认填充为出接口的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指定源地址。 
ipv6 dhcp relay source-address { ipv6-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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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DHCPv6 中继自动选择向 DHCPv6 服务器转发报文出接口的一个全球单播地址

作为 DHCPv6 中继向 DHCPv6 服务器转发报文的源地址。 

如果指定接口作为源地址，但该接口未配置全球单播地址，则选择默认出接口地址。 

3.10  DHCPv6中继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DHCPv6 中继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DHCPv6 中继的统计信息。 

表3-1 DHCPv6 中继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本设备DUID display ipv6 dhcp duid 

显示DHCPv6中继上指定的DHCPv6服务器

地址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DHCPv6中继的相关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relay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DHCPv6中继用户地址表项信息 
reset ipv6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清除DHCPv6中继用户前缀表项信息 
reset ipv6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pd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prefix prefix/prefix-len ] 

清除DHCPv6中继的相关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ipv6 dhcp relay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3.11  DHCPv6中继典型配置举例 

3.11.1  DHCPv6 中继基本组网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HCPv6 客户端所在网络地址为 1::/64，DHCPv6 服务器的地址为 2::2/64。客户端和服务器

不在同一个链路范围，需要通过 DHCPv6 中继转发报文。 

• Switch A 作为 DHCPv6 中继，为客户端和服务器转发报文。 

• Switch A 同时作为 1::/64 网络的网关设备，通过 RA 消息中的 M 标志位和 O 标志位指定该网

络中的主机通过 DHCPv6 获取 IPv6 地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RA 消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IPv6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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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3-3 DHCPv6 中继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 VLAN 接口 2 和 VLAN 接口 3 的 IPv6 地址。取消设备发布 RA 消息的抑制。配置被管理地址

的配置标志位为 1，即主机通过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配置其他信息配置标志位为 1，
即主机通过 DHCPv6 服务器获取除 IPv6 地址以外的其他信息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2::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A-Vlan-interface3] ipv6 address 1::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3] undo ipv6 nd ra halt 

[SwitchA-Vlan-interface3] ipv6 nd autoconfig managed-address-flag 

[SwitchA-Vlan-interface3] ipv6 nd autoconfig other-flag 

# 配置 VLAN 接口 3 工作在 DHCPv6 中继模式，并指定 DHCPv6 服务器地址。 
[SwitchA-Vlan-interface3] ipv6 dhcp select relay 

[SwitchA-Vlan-interface3] ipv6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2::2 

4. 验证配置 

# 完成上述配置后，查看 DHCPv6 中继上指定的 DHCPv6 服务器地址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3] display ipv6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Interface: Vlan-interface3 

 Server address      Outgoing Interface         Public/VRF name  

 2::2                                           --/--  

# 查看 DHCPv6 中继相关报文的统计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3] display ipv6 dhcp relay statistics 

Packets dropped               :  0 

Packets received              :  14 

    Solicit                   :  0 

    Request                   :  0 

    Confirm                   :  0 

    Renew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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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ind                    :  0 

    Release                   :  0 

    Decline                   :  0 

    Information-request       :  7 

    Relay-forward             :  0 

    Relay-reply               :  7 

Packets sent                  :  14 

    Advertise                 :  0 

    Reconfigure               :  0 

    Reply                     :  7 

    Relay-forward             :  7 

    Relay-reply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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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HCPv6 客户端 

4.1  DHCPv6客户端简介 

设备作为 DHCPv6 客户端时，可以具有如下功能： 

• 通过 DHCPv6 获取 IPv6 地址和网络配置参数，IPv6 地址作为开启 DHCPv6 客户端功能的接

口地址，当设备开启 DHCPv6 服务器功能后，获取的网络配置参数用来自动创建 DHCPv6 选

项组。 

• 通过 DHCPv6 获取 IPv6 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IPv6 前缀作为本地设备的 IPv6 前缀（本地设

备根据该前缀生成 IPv6 地址）；当设备开启 DHCPv6 服务器功能后，获取的网络配置参数用

来自动创建 DHCPv6 选项组。 

• 通过 DHCPv6 同时获取 IPv6 地址、IPv6 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IPv6 地址作为开启 DHCPv6
客户端功能的接口地址，IPv6 前缀作为本地设备的 IPv6 前缀（本地设备根据该前缀生成 IPv6
地址）；当设备开启 DHCPv6 服务器功能后，获取的网络配置参数用来自动创建 DHCPv6 选

项组。 

• 通过 DHCPv6 无状态配置获取除 IPv6 地址/前缀外的其他网络配置参数。DHCPv6 客户端通

过地址无状态自动配置功能成功获取 IPv6 地址后，如果接收到的 RA 报文中 M 标志位的取值

为 0、O 标志位的取值为 1，则设备会自动启动 DHCPv6 无状态配置功能，以获取除地址/前
缀外的其他网络配置参数。否则 DHCPv6 客户端不会开启无状态配置过程。 

4.2  DHCPv6客户端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不要在一个接口上同时配置 DHCPv6 客户端和 DHCPv6 服务器功能，也不要在一个接口上同

时配置 DHCPv6 客户端和 DHCPv6 中继功能，否则会影响功能正常使用。 

4.3  DHCPv6客户端配置任务简介 

DHCPv6 客户端配置任务如下： 

(1) （可选）配置接口使用的DHCPv6 客户端DUID 

(2) 配置 DHCPv6 客户端获取 IPv6 地址、IPv6 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 

请至少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配置DHCPv6 客户端获取IPv6 地址和网络配置参数 

 配置DHCPv6 客户端获取IPv6 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 

 配置DHCPv6 客户端同时获取IPv6 地址、IPv6 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 

 配置DHCPv6 客户端获取除地址/前缀外的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3) （可选）配置DHCPv6 客户端发送DHCPv6 报文的DSCP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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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配置接口使用的DHCPv6客户端DUID 

1. 功能简介 

DHCPv6客户端 DUID用来填充 DHCPv6报文的 Option 1，作为识别 DHCPv6客户端的唯一标识。

DHCPv6 服务器可以根据 DHCPv6 客户端 DUID 为特定的 DHCPv6 客户端分配特定的 IPv6 地址。

用户可以通过三种方法指定 DHCPv6 客户端 DUID：ASCII 字符串、十六进制数或接口的 MAC 地

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在指定客户端 ID 时，需要确保不同客户端的客户端 ID 不能相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使用的 DHCPv6 客户端 DUID。 
ipv6 dhcp client duid { ascii ascii-string | hex hex-string | mac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根据设备的桥 MAC 地址生成 DHCPv6 客户端 DUID。 

4.5  配置DHCPv6客户端获取IPv6地址和网络配置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作为 DHCPv6 客户端，通过 DHCPv6 方式获取 IPv6 地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ipv6 address dhcp-alloc [ option-group group-number | rapid-commit ]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不会作为 DHCPv6 客户端获取 IPv6 地址和网络配置参数。 

4.6  配置DHCPv6客户端获取IPv6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作为 DHCPv6 客户端，通过 DHCPv6 方式获取 IPv6 前缀和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ipv6 dhcp client pd prefix-number [ option-group group-number | 

rapid-commit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不会作为 DHCPv6 客户端获取 IPv6 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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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配置DHCPv6客户端同时获取IPv6地址、IPv6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作为 DHCPv6 客户端，通过 DHCPv6 方式同时获取 IPv6 地址、IPv6 前缀和其他网

络配置参数。 
ipv6 dhcp client stateful prefix prefix-number [ option-group 
option-group-number | rapid-commit ]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不会作为 DHCPv6 客户端同时获取 IPv6 地址、IPv6 前缀和网络配置参数。 

4.8  配置DHCPv6客户端获取除地址/前缀外的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1. 功能简介 

DHCPv6 客户端可通过如下方式获取除地址/前缀外的其他网络参数： 

• 如果接口上只配置了 ipv6 address auto 命令，则接口会通过无状态自动配置方式生成全

球单播地址，同时自动生成链路本地地址。只有接收到的 RA 报文中 M 标志位的取值为 0、O
标志位的取值为 1 时，设备才会自动启动 DHCPv6 无状态配置功能。 

• 如果接口只配置了 ipv6 dhcp client stateless enable 命令，则接口开启了 DHCPv6
客户端功能，并从 DHCPv6 服务器获取获取除地址/前缀外的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 如果接口上同时配置了 ipv6 address auto 命令和 ipv6 dhcp client stateless 

enable 命令，则接口通过无状态生成全球单播地址，同时自动生成链路本地地址，且直接

从 DHCPv6 服务器获取除地址/前缀外的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ipv6 address auto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命令参考”中的“IPv6 基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无状态自动配置功能。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开启 IPv6 地址无状态自动配置功能。 
ipv6 address auto 

 开启 DHCPv6 客户端无状态配置功能。 
ipv6 dhcp client stateless enable 

缺省情况下，接口不会作为 DHCPv6 客户端获取除地址/前缀外的其他网络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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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配置DHCPv6客户端发送DHCPv6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 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

DHCPv6 客户端发送的 DHCPv6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DHCPv6 客户端发送的 DHCPv6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ipv6 dhcp client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DHCPv6 客户端发送的 DHCPv6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56。 

4.10  DHCPv6客户端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DHCPv6客户端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DHCPv6 客户端的统计信息。 

表4-1 DHCPv6 客户端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DHCPv6客户端的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client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DHCPv6客户端的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client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DHCPv6客户端的统计信息 reset ipv6 dhcp client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4.11  DHCPv6客户端典型配置举例 

4.11.1  DHCPv6 客户端申请地址及网络参数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HCPv6 客户端 Switch 从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以及网络配置参数：DNS 服务器地址、

域名后缀、SIP 服务器地址和 SIP 服务器域名。 

DHCPv6 客户端根据获取到的网络配置参数自动创建 DHCPv6 选项组 1。 



 

4-5 

2. 组网图 

图4-1 DHCPv6 客户端申请地址及网络参数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进行下面的配置前，需要先完成 DHCPv6 服务器的配置。 

 

# 配置 VLAN 接口 2 作为 DHCPv6 客户端获取 IPv6 地址及网络参数，配置 DHCPv6 客户端支持地

址快速分配功能，并配置根据获取到的网络配置参数自动创建 DHCPv6 选项组 1。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dhcp-alloc rapid-commit option-group 1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HCPv6 客户端的信息。可以看出 DHCPv6 客户端已经成功从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及网络参数。 
[Switch] display ipv6 dhcp client 

Vlan-interface2: 

  Type: Stateful client requesting address 

    State: OPEN 

    Client DUID: 0003000100e002000000 

    Preferred server: 

      Reachable via address: FE80::2E0:1FF:FE00:18 

      Server DUID: 0003000100e001000000 

    IA_NA: IAID 0x00000642, T1 50 sec, T2 80 sec  

      Address: 1:1::2/128 

       Preferred lifetime 100 sec, valid lifetime 200 sec 

       Will expire on Mar 27 2014 at 08:06:57 (198 seconds left) 

    DNS server addresses: 

      2000::FF 

    Domain name: 

      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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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P server addresses: 

      2:2::4 

    SIP server domain names: 

      bbb.com 

# 在 DHCPv6 客户端上开启 DHCPv6 服务器功能后，显示动态创建的 DHCPv6 选项组 1 的信息。 
[Switch] display ipv6 dhcp option-group 1 

DHCPv6 option group: 1 

  DNS server addresses: 

    Type: Dynamic (DHCPv6 address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2000::FF 

  Domain name: 

    Type: Dynamic (DHCPv6 address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example.com 

  SIP server addresses: 

    Type: Dynamic (DHCPv6 address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2:2::4 

  SIP server domain names: 

    Type: Dynamic (DHCPv6 address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bbb.com 

# 查看获取到的 IPv6 地址。 
[Switch] display ipv6 interface brief 

*down: administratively down 

(s): spoofing 

Interface                                Physical   Protocol   IPv6 Address 

Vlan-interface2                          up         up         1:1::2 

4.11.2  DHCPv6 客户端申请前缀及网络参数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HCPv6 客户端 Switch 从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前缀，以及网络配置参数：DNS 服务器地址、

域名后缀、SIP 服务器地址和 SIP 服务器域名等。 

DHCPv6 客户端 Switch 根据获取到的前缀自动创建 IPv6 前缀 1，根据获取到的网络配置参数自动

创建 DHCPv6 选项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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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4-2 DHCPv6 客户端申请前缀及网络参数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进行下面的配置前，需要先完成 DHCPv6 服务器的配置。 

 

# 在客户端连接到 DHCPv6 服务器的 VLAN 接口 2 上配置 IPv6 地址。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1::2/48 

# 配置 VLAN 接口 2 作为 DHCPv6 客户端获取 IPv6 前缀及网络参数，配置根据获取到的前缀自动

创建 IPv6 前缀 1，根据获取到的网络配置参数自动创建 DHCPv6 选项组 1，并配置 DHCPv6 客户

端支持前缀快速分配功能。 
[Switch-Vlan-interface2] ipv6 dhcp client pd 1 rapid-commit option-group 1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HCPv6 客户端的信息。可以看出 DHCPv6 客户端已经成功从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前缀及网络参数。 
[Switch] display ipv6 dhcp client 

Vlan-interface2: 

  Type: Stateful client requesting prefix 

    State: OPEN 

    Client DUID: 0003000100e002000000 

    Preferred server: 

      Reachable via address: FE80::2E0:1FF:FE00:18 

      Server DUID: 0003000100e001000000 

    IA_PD: IAID 0x00000642, T1 50 sec, T2 80 sec  

      Prefix: 12:34::/48 

        Preferred lifetime 100 sec, valid lifetime 200 sec 

        Will expire on Feb 4 2014 at 15:37:20（80 seconds left） 

DHCPv6 server

Switch
DHCPv6 client

Vlan-int2
1::1/48

DHCPv6 client

Vlan-int2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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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S server addresses:  

      2000::FF 

    Domain name:  

      example.com 

    SIP server addresses: 

      2:2::4 

    SIP server domain names: 

      bbb.com 

# 显示动态创建的 IPv6 前缀 1 的信息。 
[Switch] display ipv6 prefix 1 

Number: 1 

Type  : Dynamic 

Prefix: 12:34::/48 

Preferred lifetime 100 sec, valid lifetime 200 sec 

# 在 DHCPv6 客户端上开启 DHCPv6 服务器功能后，显示动态创建的 DHCPv6 选项组 1 的信息。 
[Switch] display ipv6 dhcp option-group 1   

DHCPv6 option group: 1 

  DNS server addresses: 

    Type: Dynamic (DHCPv6 prefix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2000::FF 

  Domain name: 

    Type: Dynamic (DHCPv6 prefix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example.com 

  SIP server addresses: 

    Type: Dynamic (DHCPv6 prefix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2:2::4 

  SIP server domain names: 

    Type: Dynamic (DHCPv6 prefix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bbb.com 

4.11.3  DHCPv6 客户端同时申请地址、前缀及网络参数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HCPv6 客户端 Switch 从 DHCPv6 服务器同时获取 IPv6 地址、IPv6 前缀，以及网络配置参数：

DNS 服务器地址、域名后缀、SIP 服务器地址和 SIP 服务器域名等。 

DHCPv6 客户端 Switch 根据获取到的前缀自动创建 IPv6 前缀 1，根据获取到的网络配置参数自动

创建 DHCPv6 选项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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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4-3 DHCPv6 客户端同时申请地址、前缀及网络参数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进行下面的配置前，需要先完成 DHCPv6 服务器的配置。 

 

# 在客户端连接到 DHCPv6 服务器的 VLAN 接口 2 上配置 IPv6 地址。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1::2/48 

# 配置 VLAN 接口 2 作为 DHCPv6 客户端获取 IPv6 前缀及网络参数，配置根据获取到的前缀自动

创建 IPv6 前缀 1，根据获取到的网络配置参数自动创建 DHCPv6 选项组 1，并配置 DHCPv6 客户

端支持前缀快速分配功能。 
[Switch-Vlan-interface2] ipv6 dhcp client stateful prefix 1 rapid-commit option-group 1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HCPv6 客户端的信息。可以看出 DHCPv6 客户端已经成功从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前缀及网络参数。 
[Switch] display ipv6 dhcp client 

Vlan-interface2: 

  Type: Stateful client requesting address and prefix 

    State: OPEN 

    Client DUID: 0003000100e002000000 

    Preferred server: 

      Reachable via address: FE80::2E0:1FF:FE00:18 

      Server DUID: 0003000100e001000000 

    IA_NA: IAID 0x00000642, T1 50 sec, T2 80 sec 

      Address: 1:1::2/128 

        Preferred lifetime 100 sec, valid lifetime 200 sec 

        Will expire on Mar 27 2014 at 08:02:00 (199 seconds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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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_PD: IAID 0x00000642, T1 50 sec, T2 80 sec 

      Prefix: 12:34::/48 

        Preferred lifetime 100 sec, valid lifetime 200 sec 

        Will expire on Mar 27 2014 at 08:02:00 (199 seconds left) 

    DNS server addresses: 

      2000::FF 

    Domain name: 

      example.com 

    SIP server addresses: 

      2:2::4 

    SIP server domain names: 

      bbb.com 

# 查看获取到的 IPv6 地址。 
[Switch] display ipv6 interface brief 

*down: administratively down 

(s): spoofing 

Interface                                Physical   Protocol   IPv6 Address 

Vlan-interface2                          up         up         1:1::2 

# 显示动态创建的 IPv6 前缀 1 的信息。 
[Switch] display ipv6 prefix 1 

Number: 1 

Type  : Dynamic 

Prefix: 12:34::/48 

Preferred lifetime 100 sec, valid lifetime 200 sec 

# 在 DHCPv6 客户端上开启 DHCPv6 服务器功能后，显示动态创建的 DHCPv6 选项组 1 的信息。 
[Switch] display ipv6 dhcp option-group 1 

DNS server addresses: 

    Type: Dynamic (DHCPv6 address and prefix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2000::FF 

  Domain name: 

    Type: Dynamic (DHCPv6 address and prefix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example.com 

  SIP server addresses: 

    Type: Dynamic (DHCPv6 address and prefix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2:2::4 

  SIP server domain names: 

    Type: Dynamic (DHCPv6 address and prefix allocation)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bbb.com 

以上三条 display 命令可以看到客户端获取到的地址信息、前缀信息和网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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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DHCPv6 无状态配置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HCPv6 客户端 Switch A 通过 DHCPv6 无状态配置获取域名服务器、域名等信息； 

• Switch B 作为网关，周期性发布 RA 消息。 

2. 组网图 

图4-4 DHCPv6 无状态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进行下面的配置前，需要先完成 DHCPv6 服务器的配置。 

 

(1) 配置网关 Switch B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v6 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1::1 64 

# 配置 RA 消息中 O 标志位为 1。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v6 nd autoconfig other-flag 

# 配置允许发送 RA 消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undo ipv6 nd ra halt 

(2) 配置 DHCPv6 客户端 Switch A 

# 在 VLAN 接口 2 上使能 IPv6 地址无状态自动配置功能。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auto 

执行此命令后，如果 VLAN 接口 2 下未配置地址，Switch A 会自动生成本地链路地址，并主动发送

RS（Router Solicitation，路由器请求）报文，请求网关 Switch B 立即回应 RA 报文。 

4. 验证配置 

如果收到的 RA 报文中 M 标志位为 0、O 标志位为 1，Switch A 就会启动 DHCPv6 客户端无状态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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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 display ipv6 dhcp client 命令查看当前客户端的配置信息，如果从服务器成功获

取了配置，将会有类似的显示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ipv6 dhcp client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Vlan-interface2： 

 Type: Stateless client 

    State: OPEN 

    Client DUID: 00030001000fe2ff0000 

    Preferred server: 

      Reachable via address: FE80::213:7FFF:FEF6:C818 

      Server DUID: 0003000100137ff6c818 

    DNS server addresses: 

      1:2:4::5 

      1:2:4::7 

    Domain name: 

      abc.com 

# 可以通过 display ipv6 dhcp client statistics 命令查看当前客户端的统计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ipv6 dhcp client statistics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2 

Packets received              :  1 

        Reply                 :  1 

        Advertise             :  0 

        Reconfigure           :  0 

        Invalid               :  0 

Packets sent                  :  5 

        Solicit               :  0 

        Request               :  0 

        Renew                 :  0 

        Rebind                :  0 

        Information-request   :  5 

        Release               :  0 

        Declin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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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HCPv6 Snooping 
5.1  DHCPv6 Snooping简介 

DHCPv6 Snooping 是 DHCPv6 的一种安全特性，用来保证客户端从合法的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

或 IPv6 前缀，并可以记录 DHCPv6 客户端 IPv6 地址或 IPv6 前缀与 MAC 地址的对应关系。 

5.1.1  保证客户端从合法的服务器获取IPv6 地址或IPv6 前缀 

网络中如果存在私自架设的非法 DHCPv6 服务器，则可能导致 DHCPv6 客户端获取错误的 IPv6 地

址和网络配置参数，从而无法正常通信。为了使 DHCPv6 客户端能通过合法的 DHCPv6 服务器获

取 IPv6 地址，DHCPv6 Snooping 安全机制允许将端口设置为信任端口和不信任端口： 

• 信任端口正常转发接收到的 DHCPv6 报文。 

• 不信任端口接收到 DHCPv6 服务器发送的应答报文后，丢弃该报文。 

图5-1 信任端口和非信任端口 

 
 

如图 5-1所示，在DHCPv6 Snooping设备上指向DHCPv6服务器方向的端口需要设置为信任端口，

其他端口设置为不信任端口，从而保证DHCPv6 客户端只能从合法的DHCPv6 服务器获取地址，私

自架设的非法DHCPv6 服务器无法为DHCPv6 客户端分配地址。 

5.1.2  记录DHCPv6 客户端IPv6 地址与MAC地址的对应关系 

DHCPv6 Snooping通过监听 DHCPv6报文，记录DHCPv6 Snooping表项，其中包括客户端的 MAC
地址、获取到的 IPv6 地址、与 DHCPv6 客户端连接的端口及该端口所属的 VLAN 等信息。网络管

理员可以通过 display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命令查看客户端获取的 IPv6 地址信息，

以便了解用户上网时所用的 IPv6 地址，并对其进行管理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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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记录DHCPv6 客户端IPv6 前缀与端口的对应关系 

DHCPv6 Snooping 通过监听 DHCPv6 报文中的前缀和收到 DHCPv6 请求报文的端口信息，记录

DHCPv6 Snooping 前缀表项，其中包括客户端获取到的 IPv6 前缀、租约信息、与 DHCPv6 客户

端连接的端口及该端口所属的 VLAN 等信息。网络管理员可以通过 display ipv6 dhcp 

snooping pd binding 命令查看客户端获取的 IPv6 前缀信息，以便了解用户上网时所用的 IPv6
前缀，并对其进行管理和监控。 

5.2  DHCPv6 snooping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只有位于 DHCPv6 客户端与 DHCPv6 服务器之间，或 DHCPv6 客户端与 DHCPv6 中继之间

时，DHCPv6 Snooping 功能配置后才能正常工作；设备位于 DHCPv6 服务器与 DHCPv6 中继之间

时，DHCPv6 Snooping 功能配置后不能正常工作。 

5.3  DHCPv6 Snooping配置任务简介 

DHCPv6 Snooping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DHCPv6 Snooping基本功能 

(2) （可选）配置DHCPv6 Snooping支持Option 18 功能 

(3) （可选）配置DHCPv6 Snooping支持Option 37 功能 

(4) （可选）配置DHCPv6 Snooping表项固化功能 

(5) （可选）配置接口动态学习DHCPv6 Snooping表项的最大数目 

(6) （可选）开启DHCPv6 Snooping报文限速功能 

(7) （可选）开启DHCPv6 Snooping的DHCPv6 请求方向报文检查功能 

(8) （可选）开启DHCPv6 Snooping报文阻断功能 

(9) （可选）开启DHCPv6 Snooping日志信息功能 

5.4  配置DHCPv6 Snooping基本功能 

5.4.1  在普通组网中配置DHCPv6 Snooping基本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为了使 DHCPv6 客户端能从合法的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必须将与合法 DHCPv6
服务器相连的端口设置为信任端口，且设置的信任端口和与 DHCPv6 客户端相连的端口必须

在同一个 VLAN 内。 

• 如果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了聚合组，则加入聚合组之前和加入聚合组之后在该接口上进行的

DHCPv6 Snooping 相关配置不会生效；该接口退出聚合组后，DHCPv6 Snooping 的配置才

会生效。 

2. 开启DHCPv6 Snooping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v6 Snooping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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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dhcp snoop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v6 Snooping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DHCPv6 Snooping信任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此接口为连接 DHCPv6 服务器的接口。 

(3) 配置 DHCPv6 Snooping 信任端口。 
ipv6 dhcp snooping trust 

缺省情况下，开启 DHCPv6 Snooping 功能后，设备的所有端口均为不信任端口。 

4. 开启端口的DHCPv6 Snooping表项记录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此接口为连接 DHCPv6 客户端的接口。 

(3) 开启端口的 DHCPv6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开启端口的 DHCPv6 Snooping 地址表项记录功能。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DHCPv6 Snooping 地址表项记录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开启端口的 DHCPv6 Snooping 前缀表项记录功能。 
ipv6 dhcp snooping pd binding record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DHCPv6 Snooping 前缀表项记录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5  配置DHCPv6 Snooping支持Option 18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v6 Snooping 支持 Option 18 功能。 
ipv6 dhcp snooping option interface-id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v6 Snooping 支持 Option 18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 Option 18 选项中的 DUID。 
ipv6 dhcp snooping option interface-id [ vlan vlan-id ] string 

interface-id 

缺省情况下，Option 18 选项中的 DUID 为本设备的 D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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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配置DHCPv6 Snooping支持Option 37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v6 Snooping 支持 Option 37 功能。 
ipv6 dhcp snooping option remote-id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v6 Snooping 支持 Option 37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 Option 37 选项中的 DUID。 
ipv6 dhcp snooping option remote-id [ vlan vlan-id ] string remote-id 

缺省情况下，Option 37 选项中的 DUID 为本设备的 DUID。 

5.7  配置DHCPv6 Snooping表项固化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v6 Snooping 设备重启后，设备上记录的 DHCPv6 Snooping 表项将丢失。如果 DHCPv6 
Snooping 与其他特性（如 IP Source Guard）配合使用，表项丢失会导致安全特性无法通过 DHCPv6 
Snooping 获取到相应的表项，进而导致 DHCPv6 客户端不能顺利通过安全检查、正常访问网络。 

DHCPv6 Snooping 表项备份功能将 DHCPv6 Snooping 表项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DHCPv6 
Snooping 设备重启后，自动根据该文件恢复 DHCPv6 Snooping 表项，从而保证 DHCPv6 Snooping
表项不会丢失。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执行 undo ipv6 dhcp snooping enable 命令关闭 DHCPv6 Snooping 功能后，设备会删

除所有 DHCPv6 Snooping 表项，文件中存储的 DHCPv6 Snooping 表项也将被删除。 

• 执行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database filename 命令后，会立即触发一次表

项备份。 

 如果未配置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database update interval 命令，若表

项发生变化，默认在 300 秒之后刷新存储文件；若表项未发生变化，则不再刷新存储文

件。 

 如果配置了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database update interval 命令，若表

项发生变化，则到达刷新时间间隔后刷新存储文件；若表项未发生变化，则不再刷新存储

文件。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存储 DHCPv6 Snooping 表项的文件名称。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database filename { filename | url url 
[ username username [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存储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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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将当前的 DHCPv6 Snooping 表项保存到用户指定的文件中。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database update now 

本命令只用来触发一次 DHCPv6 Snooping 表项的备份。 

(4) （可选）配置刷新 DHCPv6 Snooping 表项存储文件的延迟时间。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database update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若 DHCPv6 Snooping 表项不变化，则不刷新存储文件；若 DHCPv6 Snooping
表项发生变化，默认在 300 秒之后刷新存储文件。 

5.8  配置接口动态学习DHCPv6 Snooping表项的最大数目 

1. 功能简介 

通过本配置可以限制接口动态学习 DHCPv6 Snooping 表项的最大数目，以防止接口学习到大量

DHCPv6 Snooping 表项，占用过多的系统资源。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动态学习 DHCPv6 Snooping 表项的最大数目。 
ipv6 dhcp snooping max-learning-num max-number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接口动态学习 DHCPv6 Snooping 表项的数目。 

5.9  开启DHCPv6 Snooping报文限速功能 

1. 功能简介 

为了避免非法用户发送大量的 DHCPv6 报文，对网络造成攻击，DHCPv6 Snooping 支持报文限速

功能，限制接口接收 DHCPv6 报文的速率。当接口接收的 DHCPv6 报文速率超过限制的最高速率

时，DHCPv6 Snooping 设备将丢弃超过速率限制的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二层以太网接口加入了聚合组，则该接口采用对应二层聚合接口下的 DHCPv6 Snooping 的报

文限速配置。如果二层以太网接口离开聚合组，则该接口采用二层以太网接口下的 DHCPv6 
Snooping 的报文限速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v6 Snooping 的报文限速功能。 
ipv6 dhcp snooping rate-limi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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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DHCPv6 Snooping 的报文限速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即不限制接口接收 DHCPv6
报文的速率。 

5.10  开启DHCPv6 Snooping的DHCPv6请求方向报文检查功能 

1. 功能简介 

本功能用来检查 DHCPv6-Renew、DHCPv6-Decline 和 DHCPv6-Release 三种 DHCPv6 请求方向

的报文，以防止非法客户端伪造这三种报文对 DHCPv6 服务器进行攻击。 

伪造 DHCPv6-Renew 报文攻击是指攻击者冒充合法的 DHCPv6 客户端，向 DHCPv6 服务器发送

伪造的 DHCPv6-Renew 报文，导致 DHCPv6 服务器和 DHCPv6 客户端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及时

释放 IPv6 地址租约。如果攻击者冒充不同的 DHCPv6 客户端发送大量伪造的 DHCPv6-Renew 报

文，则会导致大量 IPv6 地址被长时间占用，DHCPv6 服务器没有足够的地址分配给新的 DHCPv6
客户端。 

伪造 DHCPv6-Decline/DHCPv6-Release 报文攻击是指攻击者冒充合法的 DHCPv6 客户端，向

DHCPv6 服务器发送伪造的 DHCPv6-Decline/DHCPv6-Release 报文，导致 DHCPv6 服务器错误

终止 IPv6 地址租约。 

在 DHCPv6 Snooping 设备上开启 DHCPv6 请求方向报文检查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伪造 DHCPv6
请求方向报文攻击。如果开启了该功能，则 DHCPv6 Snooping 设备接收到上述报文后，检查本地

是否存在与请求方向报文匹配的 DHCPv6 Snooping 表项。若存在，则接收报文信息与 DHCPv6 
Snooping 表项信息一致时，认为该报文为合法的 DHCPv6 请求方向报文，将其转发给 DHCPv6 服

务器；不一致时，认为该报文为伪造的 DHCPv6 请求方向报文，将其丢弃。若不存在，则认为该报

文合法，将其转发给 DHCPv6 服务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v6 Snooping 的 DHCPv6 请求方向报文检查功能。 
ipv6 dhcp snooping check request-message 

缺省情况下，DHCPv6 Snooping 的 DHCPv6 请求方向报文检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11  开启DHCPv6 Snooping报文阻断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某些组网环境下，用户需要在 DHCPv6 Snooping 设备的某一端口上丢弃该端口收到的所有

DHCPv6 请求方向报文，而又不影响其他端口正常接收 DHCPv6 报文。这时，用户可以在该端口

上开启 DHCP Snooping 报文阻断功能。 

当端口上开启了 DHCPv6 Snooping 报文阻断功能后，该端口收到的所有 DHCPv6 请求方向的报文

都将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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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DHCPv6 Snooping 报文阻断功能。 
ipv6 dhcp snooping deny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DHCPv6 Snooping 报文阻断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12  开启DHCPv6 Snooping日志信息功能 

1. 功能简介 

DHCPv6 Snooping 日志可以方便管理员定位问题和解决问题。DHCPv6 Snooping 设备生成

DHCPv6 Snooping 日志信息会交给信息中心模块处理，信息中心模块的配置将决定日志信息的发

送规则和发送方向。关于信息中心的详细描述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 DHCPv6 Snooping 设备输出大量日志信息时，可能会降低设备性能。为了避免该情况的发生，

用户可以关闭DHCPv6 Snooping日志信息功能，使得DHCPv6 Snooping设备不再输出日志信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DHCPv6 Snooping 日志信息功能。 
ipv6 dhcp snooping 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DHCPv6 Snooping 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13  DHCPv6 Snooping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DHCPv6 Snooping 的配置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DHCPv6 Snooping 表项信息。 

表5-1 DHCPv6 Snooping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DHCPv6 Snooping地址表项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 address ipv6-address [ vlan vlan-id ] ]

显示DHCPv6 Snooping表项备份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database 

显示DHCPv6 Snooping设备上的DHCPv6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nooping packet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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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DHCPv6 Snooping前缀表项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nooping pd binding 
[ prefix prefix/prefix-length [ vlan 
vlan-id ] ] 

显示DHCPv6 Snooping信任端口信息 display ipv6 dhcp snooping trust 

清除DHCPv6 Snooping地址表项信息 reset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 all | 
address ipv6-address [ vlan vlan-id ] } 

清除DHCPv6 Snooping设备上的DHCPv6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ipv6 dhcp snooping packet 
statistics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DHCPv6 Snooping前缀表项信息 
reset ipv6 dhcp snooping pd binding { all 
| prefix prefix/prefix-length [ vlan 
vlan-id ] } 

 

5.14  DHCPv6 Snooping典型配置举例 

5.14.1  DHCPv6 Snooping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B 通过以太网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到合法 DHCPv6 服务器，通过以太网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连接到非法服务器，通过GigabitEthernet1/0/2连接到DHCPv6客户端。要求： 

• 与合法 DHCPv6 服务器相连的端口可以转发 DHCPv6 服务器的响应报文，而其他端口不转发

DHCPv6 服务器的响应报文。 

• 记录 DHCPv6 客户端 IPv6 地址及 MAC 地址的绑定关系。 

2. 组网图 

图5-2 DHCPv6 Snooping 组网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 开启 DHCPv6 Snooping 功能。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v6 dhcp snooping enable 

 # 配置 GigabitEthernet1/0/1 端口为信任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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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ipv6 dhcp snooping trust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GigabitEthernet1/0/2 上开启安全表项功能。 
[SwitchB]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DHCPv6 客户端只能够从合法 DHCPv6 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和其他配置信息，非法

DHCPv6 服务器无法为 DHCPv6 客户端分配 IPv6 地址和其他配置信息。且使用 display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命令可以查看生成的 DHCPv6 Snooping 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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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v6 快速转发 

1.1  IPv6快速转发简介 

报文转发效率是衡量设备性能的一项关键指标。按照常规流程，设备收到一个报文后，根据报文的

目的地址寻找路由表中与之匹配的路由，然后确定一条最佳的路径，同时还将报文按照数据链路层

上使用的协议进行封装，最后进行报文转发。 

快速转发是采用高速缓存来处理报文，采用了基于数据流的技术。 

IPv6 快速转发根据报文中的信息（比如源 IP 地址、目的 IP 地址、源端口、目的端口、IP 协议号等）

来标识一条数据流。当一条数据流的第一个报文通过查找路由表转发后，相应的转发信息将被记录

到高速缓存中的快速转发表中，该数据流后续报文就可以通过直接查找快速转发表进行转发。这样

便大大缩减了 IPv6 报文的排队流程，减少报文的转发时间，提高 IPv6 报文的转发效率。 

1.2  配置IPv6快速转发表项的老化时间 

1. 功能简介 

IPv6 快速转发表中的表项并非永远有效，每一条记录都有一个生存周期，到达生存周期仍得不到刷

新的记录将从 IPv6 快速转发表中删除，这个生存周期被称作老化时间。如果在到达老化时间前纪

录被刷新，则重新计算老化时间。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Pv6 快速转发表项的老化时间。 
ipv6 fast-forwarding aging-time aging-time 

缺省情况下，IPv6 快速转发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30 秒。 

1.3  配置IPv6快速转发负载分担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IPv6 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处于开启状态，IPv6 快速转发根据报文中的信息来标识

一条数据流。关闭 IPv6 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后，IPv6 快速转发根据报文中的信息和入接口来标

识一条数据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Pv6 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开启 IPv6 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 

ipv6 fast-forwarding load-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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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 IPv6 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 
undo ipv6 fast-forwarding load-sharing 

缺省情况下，IPv6 快速转发负载分担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4  IPv6快速转发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IPv6 快速转发配置后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IPv6 快速转发表中的内容。 

表1-1 IPv6 快速转发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Pv6快速转发表项的老化时间 display ipv6 fast-forwarding aging-time 

显示IPv6快速转发表信息 display ipv6 fast-forwarding cache 
[ ipv6-address ]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IPv6快速转发表信息 reset ipv6 fast-forwarding cache [ slot 
slo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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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重定向 

1.1  HTTP重定向简介 

HTTP 重定向是一种将用户的 HTTP/HTTPS 请求转到某个指定 URL 的方法。目前，HTTP 重定向

主要用于 802.1X/MAC 地址认证/端口安全的 URL 重定向功能、802.1X 的 EAD 快速部署以及 Portal
等需要对用户的 HTTP/HTTPS 请求进行重定向的业务。 

1.2  HTTP重定向配置任务简介 

对于 HTTP 请求报文无需进行任何配置，对于需要对用户 HTTPS 请求进行重定向的业务需进行以

下配置： 

(1) 配置对HTTPS报文进行重定向的内部侦听端口号 

(2) （可选）配置HTTPS重定向服务关联的SSL服务器端策略 

1.3  配置对HTTPS报文进行重定向的内部侦听端口号 

1. 功能简介 

只有配置了对 HTTPS 报文进行重定向的内部侦听端口号，设备才会对 HTTPS 报文进行重定向。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避免端口号冲突导致服务不可用，需确保内部侦听端口号不是知名协议使用的端口号，且不能

被其它基于 TCP 协议的服务占用。已被其他服务占用的 TCP 端口号可以通过 display tcp 命令

查看，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业务－IP 业务”中的“IP 性能优化”。 

多次执行本命令，最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对 HTTPS 报文进行重定向的内部侦听端口号。 
http-redirect https-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对 HTTPS 报文进行重定向的内部侦听端口号。 

1.4  配置HTTPS重定向服务关联的SSL服务器端策略 

1. 功能简介 

SSL 服务器端策略是设备作为 SSL 服务器时使用的 SSL 参数。缺省情况下，HTTPS 重定向服务使

用自签名证书，SSL 参数均为缺省值。这种方式简化了配置，但是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可通过配

置 SSL 服务器端策略，并将其与 HTTPS 重定向服务进行关联，来增强 HTTPS 重定向服务的安全

性。关于 SSL 的详细描述，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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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关联的 SSL 服务器端策略不存在，则无法完成 HTTPS 报文的重定向。允许用户先关联一个不

存在的 SSL 服务器端策略，再对该策略进行相关配置。 

修改 SSL 服务器端策略会立即生效。 

多次执行本命令，最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 HTTPS 重定向服务关联的 SSL 服务器端策略。 
http-redirect ssl-server-policy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HTTPS 重定向服务未与 SSL 服务器端策略关联，HTTPS 重定向服务使用自签

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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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配置指导主要介绍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路由协议的原理和配置，

包括 IPv4、IPv6 网络的多种路由学习技术，以及影响路由选择或者路由表生成的策略。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技术支持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格    式 意    义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TT

TT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交换机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全兼容性手册 列出S5200S-EI & S5200S-HI的兼容性声明，并对兼容性和安

全的细节进行说明 

快速安装指南 指导您对设备进行初始安装、配置，通常针对 常用的情况，

减少您的检索时间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S5200S-EI & S5200S-HI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

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S5200S-EI & S5200S-HI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

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的功能 

运行维护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S5200S-EI & S5200S-HI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

版本配套说明、兼容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zgsm_service@thunis.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10-9998（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unis-h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zgsm_info@thunis.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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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路由基础 
本手册仅介绍单播路由协议，组播路由协议请参见“IP 组播配置指导”。 

1.1  IP路由简介 

在网络中路由器根据所收到的报文的目的地址选择一条合适的路径，并将报文转发到下一个路由器。

路径中 后一个路由器负责将报文转发给目的主机。路由就是报文在转发过程中的路径信息，用来

指导报文转发。 

1.1.1  路由表 

RIB（Routing Information Base，路由信息库），是一个集中管理路由信息的数据库，包含路由表

信息以及路由周边信息（路由迭代信息、路由共享信息以及路由扩展信息）等。 

路由器通过对路由表进行优选，把优选路由下发到 FIB（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转发信息

库）表中，通过 FIB 表指导报文转发。FIB 表中每条转发项都指明了要到达某子网或某主机的报文

应通过路由器的哪个物理接口发送，就可以到达该路径的下一个路由器，或者不需再经过别的路由

器便可传送到直接相连的网络中的目的主机。FIB 表的具体内容，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

导”中的“IP 转发基础”。 

1.1.2  路由分类 

表1-1 路由分类 

分类标准 具体分类 

根据来源不同 

• 直连路由：链路层协议发现的路由，也称为接口路由 

• 静态路由：网络管理员手工配置的路由。静态路由配置方便，对系统要求低，适用

于拓扑结构简单并且稳定的小型网络。其缺点是每当网络拓扑结构发生变化，都需

要手工重新配置，不能自动适应 

• 动态路由：路由协议发现的路由 

根据路由目的地的不

同 
• 网段路由：目的地为网段，子网掩码长度小于 32 位 

• 主机路由：目的地为主机，子网掩码长度为 32 位 

根据目的地与该路由

器是否直接相连 
• 直接路由：目的地所在网络与路由器直接相连 

• 间接路由：目的地所在网络与路由器非直接相连 

 

1.1.3  路由协议分类 

路由协议有自己的路由算法，能够自动适应网络拓扑的变化，适用于具有一定规模的网络拓扑。其

缺点是配置比较复杂，对系统的要求高于静态路由，并占用一定的网络资源。 

对路由协议的分类可采用以下不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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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路由协议分类 

分类标准 具体分类 

根据作用范围 

• IGP（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内部网关协议）：在一个自治系统内部运行，常

见的 IGP 协议包括 RIP、OSPF 和 IS-IS 

• EGP（Exterior Gateway Protocol，外部网关协议）：运行于不同自治系统之间，

BGP 是目前 常用的 EGP 

根据使用算法 
• 距离矢量（Distance-Vector）协议：包括 RIP 和 BGP。其中，BGP 也被称为路径

矢量协议（Path-Vector） 

• 链路状态（Link-State）协议：包括 OSPF 和 IS-IS 

根据目的地址类型 
• 单播路由协议：包括 RIP、OSPF、BGP 和 IS-IS 等 

• 组播路由协议：包括 PIM-SM、PIM-DM 等 

根据IP协议版本 
• IPv4 路由协议：包括 RIP、OSPF、BGP 和 IS-IS 等 

• IPv6 路由协议：包括 RIPng、OSPFv3、IPv6 BGP 和 IPv6 IS-IS 等 

 

AS（Autonomous System，自治系统）是拥有同一选路策略，并在同一技术管理部门下运行的一

组路由器。 

1.1.4  路由优先级 

对于相同的目的地，不同的路由协议、直连路由和静态路由可能会发现不同的路由，但这些路由并

不都是 优的。为了判断 优路由，各路由协议、直连路由和静态路由都被赋予了一个优先级，具

有较高优先级的路由协议发现的路由将成为 优路由。 

除直连路由外，各路由协议的优先级都可由用户手工进行配置。另外，每条静态路由的优先级都可

以不相同。缺省的路由优先级如 表 1-3 所示，数值越小表明优先级越高。 

表1-3 缺省的路由优先级 

路由协议或路由种类 缺省的路由优先级 

DIRECT（直连路由） 0 

组播静态路由 1 

OSPF 10 

IS-IS 15 

单播静态路由 60 

RIP 100 

OSPF ASE 150 

OSPF NSSA 150 

IBGP 255 

EBGP 255 

UNKNOWN（来自不可信源端的路由）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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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负载分担 

对同一路由协议来说，允许配置多条目的地相同且开销也相同的路由。当到同一目的地的路由中，

没有更高优先级的路由时，这几条路由都被采纳，在转发去往该目的地的报文时，依次通过各条路

径发送，从而实现网络的负载分担。 

目前支持负载分担有静态路由/IPv6 静态路由、RIP/RIPng、OSPF/OSPFv3、BGP/IPv6 BGP 和

IS-IS/IPv6 IS-IS。 

1.1.6  路由备份 

使用路由备份可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配置到同一目的地的多条路由，其中

优先级 高的一条路由作为主路由，其余优先级较低的路由作为备份路由。 

正常情况下，路由器采用主路由转发数据。当链路出现故障时，主路由变为非激活状态，路由器选

择备份路由中优先级 高的转发数据，实现从主路由到备份路由的切换；当链路恢复正常时，路由

器重新选择路由，由于主路由的优先级 高，路由器选择主路由来发送数据，实现从备份路由到主

路由的切换。 

1.1.7  路由迭代 

对于 BGP 路由（直连 EBGP 路由除外）和静态路由（配置了下一跳）以及多跳 RIP 路由而言，其

所携带的下一跳信息可能并不是直接可达，需要找到到达下一跳的直连出接口。路由迭代的过程就

是通过路由的下一跳信息来找到直连出接口的过程。 

而对于 OSPF 和 IS-IS 等链路状态路由协议而言，其下一跳是直接在路由计算时得到的，不需要进

行路由迭代。 

路由迭代信息记录并保存路由迭代的结果，包括依赖路由的概要信息、迭代路径、迭代深度等。 

1.1.8  路由共享 

由于各路由协议采用的路由算法不同，不同的路由协议可能会发现不同的路由。如果网络规模较大，

当使用多种路由协议时，往往需要在不同的路由协议间能够共享各自发现的路由。 

各路由协议都可以引入其它路由协议的路由、直连路由和静态路由，具体内容请参见本手册中各路

由协议模块有关引入外部路由的描述。 

路由共享信息记录了路由协议之间的引入关系。 

1.1.9  路由扩展 

路由扩展属性主要是指 BGP 路由的扩展团体属性以及 OSPF 路由的区域 ID、路由类型和 Router ID
等。同路由共享一样，路由协议可以引入其它路由协议的路由扩展属性。 

路由扩展信息记录了各路由协议的路由扩展属性以及路由协议扩展属性之间的引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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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配置路由和标签在RIB中的最大存活时间 

1. 功能简介 

当协议路由表项较多或协议 GR 时间较长时，由于协议收敛速度较慢，可能会出现协议路由表项提

前老化的问题。通过调节路由和标签在 RIB 中的 大存活时间，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该配置在下一次协议进程倒换或者 RIB 进程倒换时才生效。 

3. 配置步骤（IPv4）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B 视图。 
rib 

(3) 创建 RIB IPv4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4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4 

(4) 配置 IPv4 路由和标签在 RIB 中的 大存活时间。 
protocol protocol [ instance instance-name ] life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IPv4 路由和标签在 RIB 中的 大存活时间为 480 秒。 

4. 配置步骤（IPv6）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B 视图。 
rib 

(3) 创建 RIB IPv6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6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6 

(4) 配置 IPv6 路由和标签在 RIB 中的 大存活时间。 
protocol protocol [ instance instance-name ] life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IPv6 路由和标签在 RIB 中的 大存活时间为 480 秒。 

1.3  配置路由在FIB中的最大存活时间 

1. 功能简介 

当协议进程倒换或 RIB 进程倒换后，如果协议进程没有配置 GR 或 NSR，需要多保留一段时间 FIB
表项；如果协议进程配置了 GR 或 NSR，需要立刻删除 FIB 表项，避免 FIB 表项长时间存在导致问

题。通过调节路由在 FIB 中的 大存活时间，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 

2. 配置步骤（IPv4）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B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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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 

(3) 创建 RIB IPv4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4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4 

(4) 配置 IPv4 路由在 FIB 中的 大存活时间。 
fib life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IPv4 路由在 FIB 中的 大存活时间为 600 秒。 

3. 配置步骤（IPv6）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B 视图。 
rib 

(3) 创建 RIB IPv6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6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6 

(4) 配置 IPv6 路由在 FIB 中的 大存活时间。 
fib life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IPv6 路由在 FIB 中的 大存活时间为 600 秒。 

1.4  配置路由的NSR功能 

1. 功能简介 

NSR（Nonstop Routing，不间断路由）将路由信息从主进程备份到备进程，在设备发生主备倒换

时保证路由信息不丢失，解决了主备倒换期间引发的路由震荡问题，保证转发业务不中断。 

路由 NSR 相对于路由协议 NSR 功能，主备倒换时路由收敛速度更快。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本功能的同时，请配置协议的 GR 或 NSR 功能，否则可能导致路由老化和流量中断。 

3. 配置步骤（IPv4）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B 视图。 
rib 

(3) 创建 RIB IPv4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4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4 

(4) 配置 IPv4 路由的 NSR 功能。 
non-stop-routing 

缺省情况下，IPv4 路由的 NSR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配置步骤（IPv6）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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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 RIB 视图。 
rib 

(3) 创建 RIB IPv6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6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6 

(4) 配置 IPv6 路由的 NSR 功能。 
non-stop-routing 

缺省情况下，IPv6 路由的 NSR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  配置路由不同协议间快速重路由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 RIB 表中存在去往同一目的地的多条路由时，路由器会将优先级较高的路由下发到 FIB 表，当该

路由的下一跳不可达时，数据流量将会被中断，路由器会重新进行路由优选，优选完毕后，使用新

的 优路由来指导报文转发。例如，去往同一个目的地存在一条静态路由和一条 OSPF 路由，缺省

情况 OSPF 路由会作为 优路由下发到 FIB 表。当 OSPF 路由的下一跳不可达时，数据流量将会被

中断。 

通过配置不同协议间快速重路由功能，可以将静态路由的下一跳作为备份下一跳。当路由器检测到

网络故障时，将使用备份下一跳替换失效下一跳，通过备份下一跳来指导报文的转发，从而大大缩

短了流量中断的时间。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使用不同协议间的快速重路由功能生成备份下一跳时可能会造成环路。 

3. 配置步骤（IPv4）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B 视图。 
rib 

(3) 创建 RIB IPv4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4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4 

(4) 配置 IPv4 路由不同协议间快速重路由功能。 
inter-protocol fast-reroute 

缺省情况下，不同协议间快速重路由处于关闭状态。 

4. 配置步骤（IPv6）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B 视图。 
rib 

(3) 创建 RIB IPv6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6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6 

(4) 配置 IPv6 路由不同协议间快速重路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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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otocol fast-reroute 

缺省情况下，不同协议间快速重路由处于关闭状态。 

1.6  配置路由快速切换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未开启本功能的情况下，当某个物理接口为大量路由（包括等价路由和主备路由的主路由）连接

下一跳的出接口时，如果该接口所在的链路故障时，设备需要先删除失效链路对应的所有 ARP/ND
表项，然后通知 FIB 删除失效的 FIB 表项，处理时间过长，流量无法快速切换到可用路径。通过开

启本功能，当接口所在的链路故障时，设备首先通知 FIB 删除失效的 FIB 表项，以加快路由的切换、

缩短流量中断的时间。 

2. 配置步骤（IPv4）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开启 IPv4 路由快速切换功能。 
ip route fast-switchov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IPv4 路由快速切换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步骤（IPv6）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开启 IPv6 路由快速切换功能。 
ipv6 route fast-switchov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IPv6 路由快速切换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  配置路由按照路由策略进行迭代下一跳查找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按路由策略迭代下一跳，可以对路由迭代的结果进行控制。例如：当路由发生变化时，路

由管理需要对非直连的下一跳重新进行迭代。如果不对迭代的结果路由进行任何限制，则路由管理

可能会将下一跳迭代到一个错误的转发路径上，从而造成流量丢失。此时，可以通过配置本功能，

将错误的依赖路由过滤掉，使路由迭代到通过路由策略过滤的指定依赖路由上。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路由策略时，如果配置了 apply 子句，apply 子句不会生效。 

配置路由策略时，请确保至少有一个正确的依赖路由能够通过该策略的过滤，否则可能导致相关路

由不可达，无法正确指导转发。 

3. 配置步骤（IPv4）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1-8 

(2) 进入 RIB 视图。 
rib 

(3) 创建 RIB IPv4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4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4 

(4) 配置路由按照路由策略进行迭代下一跳查找。 

protocol protocol nexthop recursive-lookup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路由按路由策略进行下一跳迭代查找。 

4. 配置步骤（IPv6）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B 视图。 
rib 

(3) 创建 RIB IPv6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6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6 

(4) 配置路由按照路由策略进行迭代下一跳查找。 
protocol protocol nexthop recursive-lookup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路由按路由策略进行下一跳迭代查找。 

1.8  配置设备支持的最大激活路由前缀数 

1. 功能简介 

配置设备支持的 大 IPv4/IPv6 激活路由前缀数后，当设备上的 IPv4/IPv6 激活路由前缀数超过

大支持的激活路由前缀数目时，可以继续激活新的路由前缀，但会产生一条日志信息提示用户，以

便用户及时执行必要的操作，以免 IPv4/IPv6 激活路由前缀占用过多的资源。 

2. 配置步骤（IPv4）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B 视图。 
rib 

(3) 创建 RIB IPv4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4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4 

(4) 配置 大 IPv4 激活路由前缀数。 
routing-table limit number simply-alert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设备支持的 大 IPv4 激活路由前缀数。 

RIB IPv4 地址族视图下的配置用于控制公网 IPv4 激活路由的总数。 



 

1-9 

3. 配置步骤（IPv6）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B 视图。 
rib 

(3) 创建 RIB IPv6 地址族，并进入 RIB IPv6 地址族视图。 
address-family ipv6 

(4) 配置 大 IPv6 激活路由前缀数。 
routing-table limit number simply-alert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设备支持的 大 IPv6 激活路由前缀数。 

RIB IPv6 地址族视图下的配置用于控制公网 IPv6 激活路由的总数。 

1.9  路由表显示和维护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路由表信息。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路

由表的统计信息。 

表1-4 路由表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路由表的信息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 verbose ]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 all-routes ] 

显示通过指定基本访问控制列

表过滤的路由信息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acl ipv4-acl-number [ verbose ] 

显示指定目的地址的路由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longer-match ] [ verbose ] 

显示指定目的地址范围内的路

由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ip-address1 to ip-address2 
[ verbose ] 

显示通过指定前缀列表过滤的

路由信息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verbose ] 

显示指定协议生成或发现的路

由信息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protocol [ inactive | 
verbose ] 

显示路由表中的综合路由统计

信息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statistics 

显示路由表的概要信息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summary 

显示IPv6 RIB的路由属性信息 display ipv6 rib attribute [ attribute-id ] 

显示IPv6 RIB的GR状态信息 display ipv6 rib graceful-restart 

显示IPv6 RIB的下一跳信息 
display ipv6 rib nib [ self-originated ] [ nib-id ] [ verbose ] 
display ipv6 rib nib protocol protocol [ verbose ] 

显示IPv6直连路由下一跳信息 display ipv6 route-direct nib [ nib-id ] [ verbo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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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IPv6路由表的信息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 verbose ]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 all-routes ] 

显示通过指定基本IPv6 ACL过
滤的IPv6路由信息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acl ipv6-acl-number [ verbose ] 

显示指定目的地址的IPv6路由

信息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ipv6-address [ prefix-length ] 
[ longer-match ] [ verbose ] 

显示指定目的地址范围内的

IPv6路由信息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ipv6-address1 to ipv6-address2 
[ verbose ] 

显示通过指定前缀列表过滤的

IPv6路由信息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verbose ] 

显示指定协议生成或发现的

IPv6路由信息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protocol protocol [ inactive | 
verbose ] 

显示IPv6路由表中的综合路由

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statistics 

显示IPv6路由表的概要信息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summary 

显示RIB的GR状态信息 display rib graceful-restart 

显示RIB的下一跳信息 
display rib nib [ self-originated ] [ nib-id ] [ verbose ] 
display rib nib protocol protocol [ verbose ] 

显示直连路由下一跳信息 display route-direct nib [ nib-id ] [ verbose ] 

清除路由表中的综合路由统计

信息 
reset ip routing-table statistics protocol { protocol | all }

清除IPv6路由表中的综合路由

统计信息 
reset ipv6 routing-table statistics protocol { protocol |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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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静态路由 

1.1  静态路由简介 

静态路由是一种特殊的路由，由管理员手工配置。当网络结构比较简单时，只需配置静态路由就可

以使网络正常工作。 

静态路由不能自动适应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当网络发生故障或者拓扑发生变化后，必须由网络管

理员手工修改配置。 

1.2  配置静态路由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静态路由。 
ip route-static dest-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next-hop-address ] | next-hop-address 
[ recursive-lookup host-route ] } [ permanent |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 preference preference ] [ tag tag-value ] [ description tex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路由。 

通过在Track模块和静态路由之间建立联动，可以实现静态路由可达性的实时判断。关于Track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Track”。 

(3) （可选）配置静态路由向下一跳定时发送 ARP。 
ip route-static arp-request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静态路由不发送 ARP request。 

(4) （可选）配置静态路由的缺省优先级。 
ip route-static default-preference default-preference 

缺省情况下，静态路由的缺省优先级为 60。 

1.3  配置静态路由配置组 

1. 功能简介 

当配置多条静态路由时，如果只是前缀不同，每条静态路由都要配置一遍命令，比较繁琐。可以配

置静态路由配置组，对静态路由进行批量配置，节省配置工作量。 

按配置组配置静态路由时，配置组下的所有前缀会应用相同的下一跳、出接口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静态路由配置组，并进入静态路由配置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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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route-static-group group-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路由配置组。 

(3) 在静态路由配置组中增加前缀。 
prefix dest-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缺省情况下，静态路由配置组中未配置前缀。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配置静态路由。 
ip route-static group group-nam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next-hop-address ] | next-hop-address [ recursive-lookup host-route ] } 
[ permanent |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 preference preference ] [ tag 
tag-value ] [ description tex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路由。 

1.4  配置静态路由删除 

1. 功能简介 

使用 undo ip route-static 命令可以删除一条静态路由，而使用 delete static-routes 

all 命令可以删除包括缺省路由在内的所有静态路由。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删除所有静态路由。 
delete static-routes all 

1.5  配置静态路由与BFD联动 

 

路由振荡时，使能 BFD 功能可能会加剧振荡，请谨慎使用。 

 

1.5.1  功能简介 

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双向转发检测）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标准化的、介质无

关、协议无关的快速故障检测机制，可以为上层协议（如路由协议等）统一地快速检测两台路由器

间双向转发路径的故障。 

关于 BFD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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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配置双向检测 

1. 功能简介 

双向检测，即本端和对端需要同时进行配置，通过控制报文检测两个方向上的链路状态，实现毫秒

级别的链路故障检测。 

双向检测支持直连下一跳和非直连下一跳。 

• 直连下一跳是指下一跳和本端是直连的，配置时必须指定出接口和下一跳。 

• 非直连下一跳是指下一跳和本端不是直连的，中间还有其它设备。配置时必须指定下一跳和

BFD 源 IP 地址。 

2. 配置直连下一跳双向检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ip route-static dest-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next-hop-address bfd control-packet [ preference 
preference ] [ tag tag-value ] [ description tex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3. 配置非直连下一跳双向检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ip route-static dest-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next-hop-address 
bfd control-packet bfd-source ip-address } [ preference preference ] 
[ tag tag-value ] [ description tex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1.5.3  配置单跳检测 

1. 功能简介 

单跳检测，即只需要本端进行配置，通过 echo 报文检测链路的状态。echo 报文的目的地址为本端

接口地址，发送给下一跳设备后会直接转发回本端。这里所说的“单跳”是 IP 的一跳。 

静态路由的出接口为处于 SPOOFING 状态时，不能使用 BFD 进行检测。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echo 报文的源 IP 地址。 
bfd echo-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cho 报文的源 IP 地址。 

本命令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可靠性命令参考”中的“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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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ip route-static dest-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next-hop-address bfd echo-packet [ preference 
preference ] [ tag tag-value ] [ description tex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1.6  配置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功能 

1.6.1  功能简介 

当网络中的链路或某台路由器发生故障时，需要通过故障链路或故障路由器传输才能到达目的地的

报文将会丢失或产生路由环路，数据流量将会被中断。 

为了尽可能避免网络故障导致的流量中断，网络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配置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功能。 

图1-1 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功能示意图 

 
 

如 图 1-1 所示，通过配置快速重路由功能，网络管理员可以为路由指定备份下一跳，也可以在存在

低优先级静态路由的情况下，使能自动快速重路由功能，查找满足条件的低优先级路由的下一跳作

为主路由的备份下一跳，当路由器检测到网络故障时，路由器会使用事先配置好的备份下一跳替换

失效下一跳，通过备份下一跳来指导报文的转发，从而避免了流量中断。 

1.6.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功能不能与静态路由 BFD 功能同时使用。 

等价路由不支持配置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功能。 

配置本功能后，当主链路三层接口 up，主链路由双通变为单通或者不通时，设备会将流量快速地切

换到备份路径上转发；当主链路三层接口 down 时，设备会暂时将流量快速地切换到备份路径上转

发。同时，设备会重新查找到达目的地址的路由，并将流量切换到查找到的新的路径。如果没有查

找到路由，则流量转发会中断。因此，除本配置创建的静态路由外，设备上还需要存在一条到达目

的地址的路由。单通现象，即一条链路上的两端，有且只有一端可以收到另一端发来的报文，此链

路称为单向链路。 

1.6.3  配置手工指定备份下一跳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静态路由配置的备份出接口拔出或者删除时，配置的路由会失效。备份出接口和下一跳不能直接修

改，且不能和主出接口和下一跳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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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功能。 
ip route-static dest-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next-hop-address [ backup-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backup-nexthop backup-nexthop-address ] ] ] 
[ permanent ] [ preference preference ] [ tag tag-value ] [ description 
text ] 

缺省情况下，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6.4  配置自动查找备份下一跳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静态路由自动快速重路由功能。 
ip route-static fast-reroute auto 

缺省情况下，静态路由自动快速重路由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6.5  配置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支持BFD检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静态路由通过 ARP 检测主路由的下一跳是否可达。配置本功能后，将使用 BFD（Echo
方式）检测主路由的下一跳是否可达，这种方式可以更快地检测到链路故障。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bfd echo-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echo 报文的源 IP 地址用户可以任意指定。建议配置 echo 报文的源 IP 地址不属于该设备任何

一个接口所在网段。 

本命令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可靠性命令参考”中的“BFD”。 

(3) 使能静态路由中主用链路的 BFD（Echo 方式）检测功能。 
ip route-static primary-path-detect bfd echo 

缺省情况下，静态路由中主用链路的 BFD（Echo 方式）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  静态路由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查看静态路由配置的运行情况并检验配置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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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静态路由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查看静态路由表信息（本命令的详细情况

请参见“三层技术-IP路由命令参考”中的

“IP路由基础”）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 inactive | 
verbose ] 

显示静态路由下一跳信息 display route-static nib [ nib-id ] [ verbose ] 

显示静态路由表信息 display route-static routing-table [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1.8  静态路由典型配置举例 

1.8.1  静态路由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交换机各接口及主机的IP地址和掩码如 图 1-2 所示。要求采用静态路由，使图中任意两台主机之间

都能互通。 

2. 组网图 

图1-2 静态路由基本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静态路由 

# 在 Switch A 上配置缺省路由。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 route-static 0.0.0.0 0.0.0.0 1.1.4.2 

# 在 Switch B 上配置两条静态路由。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 route-static 1.1.2.0 255.255.255.0 1.1.4.1 

[SwitchB] ip route-static 1.1.3.0 255.255.255.0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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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witch C 上配置缺省路由。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ip route-static 0.0.0.0 0.0.0.0 1.1.5.5 

(3) 配置主机 

配置 Host A 的缺省网关为 1.1.2.3，Host B 的缺省网关为 1.1.6.1，Host C 的缺省网关为

1.1.3.1，具体配置过程略。 

4. 验证配置 

# 查看 Switch A 的静态路由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Summary Count : 1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0.0.0.0/0           Static 60   0            1.1.4.2         Vlan500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Inactive> 

Summary Count : 0 

# 查看 Switch B 的静态路由信息。 
[SwitchB]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Summary Count : 2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2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1.2.0/24          Static 60   0            1.1.4.1         Vlan500 

1.1.3.0/24          Static 60   0            1.1.5.6         Vlan600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Inactive> 

Summary Count : 0 

# 在 Host B 上使用 ping 命令验证 Host A 是否可达（假定主机安装的操作系统为 Windows 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ping 1.1.2.2 

 

Pinging 1.1.2.2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ply from 1.1.2.2: bytes=32 time=1ms TTL=126 

Reply from 1.1.2.2: bytes=32 time=1ms TTL=126 

Reply from 1.1.2.2: bytes=32 time=1ms TTL=126 

Reply from 1.1.2.2: bytes=32 time=1ms TTL=126 

 

Ping statistics for 1.1.2.2: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4, Lost = 0 (0%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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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seconds: 

    Minimum = 1ms, Maximum = 1ms, Average = 1ms 

# 在 Host B 上使用 tracert 命令验证 Host A 是否可达。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tracert 1.1.2.2 

 

Tracing route to 1.1.2.2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1 ms    <1 ms    <1 ms  1.1.6.1 

  2    <1 ms    <1 ms    <1 ms  1.1.4.1 

  3     1 ms    <1 ms    <1 ms  1.1.2.2 

 

Trace complete. 

1.8.2  静态路由与BFD联动（直连）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Switch A 上配置静态路由可以到达 120.1.1.0/24 网段，在 Switch B 上配置静态路由可以到

达 121.1.1.0/24 网段，并都使能 BFD 检测功能。 

• 在 Switch C 上配置静态路由可以到达 120.1.1.0/24 网段和 121.1.1.0/24 网段。 

• 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过 L2 Switch 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BFD 能够快速感知，并且切

换到 Switch C 进行通信。 

2. 组网图 

图1-3 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直连）配置组网图 

 
 

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Switch A Vlan-int10 12.1.1.1/24 Switch B Vlan-int10 12.1.1.2/24 
 Vlan-int11 10.1.1.102/24  Vlan-int13 13.1.1.1/24 
Switch C Vlan-int11 10.1.1.100/24    
 Vlan-int13 13.1.1.2/24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静态路由和 BFD 

# 在 Switch A 上配置静态路由，并使能 BFD 检测功能，使用双向检测方式。 
<SwitchA>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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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detect-multiplier 9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A] ip route-static 120.1.1.0 24 vlan-interface 10 12.1.1.2 bfd control-packet 

[SwitchA] ip route-static 120.1.1.0 24 vlan-interface 11 10.1.1.100 preference 65 

[SwitchA] quit 

# 在 Switch B 上配置静态路由，并使能 BFD 检测功能，使用双向检测方式。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detect-multiplier 9 

[SwitchB-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B] ip route-static 121.1.1.0 24 vlan-interface 10 12.1.1.1 bfd control-packet 

[SwitchB] ip route-static 121.1.1.0 24 vlan-interface 13 13.1.1.2 preference 65 

[SwitchB] quit 

# 在 Switch C 上配置静态路由。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ip route-static 120.1.1.0 24 13.1.1.1 

[SwitchC] ip route-static 121.1.1.0 24 10.1.1.102 

4. 验证配置 

下面以 Switch A 为例，Switch B 和 Switch A 类似，不再赘述。 

# 查看 BFD 会话，可以看到 BFD 会话已经创建。 
<SwitchA> display bfd session 

 

 Total Session Num: 1     Up Session Num: 1     Init Mode: Active 

 

 IPv4 Session Working Under Ctrl Mode: 

 

 LD/RD          SourceAddr      DestAddr        State    Holdtime    Interface 

 4/7            12.1.1.1        12.1.1.2        Up       2000ms      Vlan10 

# 查看静态路由，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L2 Switch 到达 Switch B。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Summary Count : 1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20.1.1.0/24        Static 60   0            12.1.1.2        Vlan10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Inactive> 

Summary Coun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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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过 L2 Switch 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 

# 查看静态路由，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Switch C 到达 Switch B。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Summary Count : 1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20.1.1.0/24        Static 65   0            10.1.1.100      Vlan11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Inactive> 

Summary Count : 0 

1.8.3  静态路由与BFD联动（非直连）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Switch A 上配置静态路由可以到达 120.1.1.0/24 网段，在 Switch B 上配置静态路由可以到

达 121.1.1.0/24 网段，并都使能 BFD 检测功能。 

• 在 Switch C 和 Switch D 上配置静态路由可以到达 120.1.1.0/24 网段和 121.1.1.0/24 网段。 

• Switch A 存在到 Switch B 的接口 Loopback1（2.2.2.9/32）的路由，出接口为 Vlan-interface10；
Switch B 存在到 Switch A 的接口 Loopback1（1.1.1.9/32）的路由，出接口为 Vlan-interface12；
Switch D 存在到 1.1.1.9/32 的路由，出接口为 Vlan-interface10，存在到 2.2.2.9/32 的路由，

出接口为 Vlan-interface12。 

• 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过 Switch D 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BFD 能够快速感知，并且切

换到 Switch C 进行通信。 

2. 组网图 

图1-4 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非直连）配置组网图 

 
 

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Switch A Vlan-int10 12.1.1.1/24 Switch B Vlan-int12 11.1.1.1/24 
 Vlan-int11 10.1.1.102/24  Vlan-int13 13.1.1.1/24 
 Loop1 1.1.1.9/32  Loop1 2.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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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Switch C Vlan-int11 10.1.1.100/24 Switch D Vlan-int10 12.1.1.2/24 
 Vlan-int13 13.1.1.2/24  Vlan-int12 11.1.1.2/24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静态路由和 BFD 

# 在 Switch A 上配置静态路由，并使能 BFD 检测功能，使用双向检测方式。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bfd multi-hop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A] bfd multi-hop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A] bfd multi-hop detect-multiplier 9 

[SwitchA] ip route-static 120.1.1.0 24 2.2.2.9 bfd control-packet bfd-source 1.1.1.9 

[SwitchA] ip route-static 120.1.1.0 24 vlan-interface 11 10.1.1.100 preference 65 

[SwitchA] quit 

# 在 Switch B 上配置静态路由，并使能 BFD 检测功能，使用双向检测方式。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bfd multi-hop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B] bfd multi-hop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B] bfd multi-hop detect-multiplier 9 

[SwitchB] ip route-static 121.1.1.0 24 1.1.1.9 bfd control-packet bfd-source 2.2.2.9 

[SwitchB] ip route-static 121.1.1.0 24 vlan-interface 13 13.1.1.2 preference 65 

[SwitchB] quit 

# 在 Switch C 上配置静态路由。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ip route-static 120.1.1.0 24 13.1.1.1 

[SwitchC] ip route-static 121.1.1.0 24 10.1.1.102 

# 在 Switch D 上配置静态路由。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ip route-static 120.1.1.0 24 11.1.1.1 

[SwitchD] ip route-static 121.1.1.0 24 12.1.1.1 

4. 验证配置 

下面以 Switch A 为例，Switch B 和 Switch A 类似，不再赘述。 

# 查看 BFD 会话，可以看到 BFD 会话已经创建。 
<SwitchA> display bfd session 

 

 Total Session Num: 1     Up Session Num: 1     Init Mode: Active 

 

 IPv4 Session Working Under Ctrl Mode: 

 

 LD/RD          SourceAddr      DestAddr        State    Holdtime    Interface 

 4/7            1.1.1.9         2.2.2.9         Up       2000ms      N/A 

# 查看静态路由，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Switch D 到达 Switch B。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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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ount : 1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20.1.1.0/24        Static 60   0            12.1.1.2        Vlan10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Inactive> 

Summary Count : 0 

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过 Switch D 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 

# 查看静态路由，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Switch C 到达 Switch B。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Summary Count : 1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20.1.1.0/24        Static 65   0            10.1.1.100      Vlan11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Inactive> 

Summary Count : 0 

1.8.4  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5 所示，Switch A、Switch B和Switch C通过静态路由实现网络互连。要求当Switch A和Switch 
B之间的链路A出现单通故障时，业务可以快速切换到链路B上。 

2. 组网图 

图1-5 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配置组网图 

 
 

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Switch A Vlan-int100 12.12.12.1/24 Switch B Vlan-int101 24.24.24.4/24 
 Vlan-int200 13.13.13.1/24  Vlan-int200 13.13.13.2/24 
 Loop0 1.1.1.1/32  Loop0 4.4.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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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Switch C Vlan-int100 12.12.12.2/24    
 Vlan-int101 24.24.24.2/24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链路 A 上的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 

静态路由支持快速重路由配置有两种方法，可以任选一种 

方法一：配置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功能（手工指定备份下一跳） 

# 在 Switch A 上配置静态路由，并指定备份出接口和下一跳。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 route-static 4.4.4.4 32 vlan-interface 200 13.13.13.2 backup-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backup-nexthop 12.12.12.2 

[SwitchA] ip route-static 4.4.4.4 32 vlan-interface 100 12.12.12.2 preference 70 

# 在 Switch B 上配置静态路由，并指定备份出接口和下一跳。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 route-static 1.1.1.1 32 vlan-interface 200 13.13.13.1 backup-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backup-nexthop 24.24.24.2 

[SwitchB] ip route-static 1.1.1.1 32 vlan-interface 101 24.24.24.2 preference 70 

方法二：配置静态路由快速重路由功能（自动查找备份下一跳） 

# 在 Switch A 上配置静态路由，并配置静态路由自动快速重路由功能。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 route-static 4.4.4.4 32 vlan-interface 200 13.13.13.2 

[SwitchA] ip route-static 4.4.4.4 32 vlan-interface 100 12.12.12.2 preference 70 

[SwitchA] ip route-static fast-reroute auto 

# 在 Switch B 上配置静态路由，并配置静态路由自动快速重路由功能。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 route-static 1.1.1.1 32 vlan-interface 200 13.13.13.1 

[SwitchB] ip route-static 1.1.1.1 32 vlan-interface 101 24.24.24.2 preference 70 

[SwitchB] ip route-static fast-reroute auto 

(3) 配置链路 B 上的静态路由 

# 在 Switch C 上配置静态路由。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ip route-static 4.4.4.4 32 vlan-interface 101 24.24.24.4 

[SwitchC] ip route-static 1.1.1.1 32 vlan-interface 100 12.12.12.1 

4. 验证配置 

# 在 Switch A 上查看 4.4.4.4/32 路由，可以看到备份下一跳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4.4.4.4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4.4.4.4/32 

   Protocol: Static           

 Process I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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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ProtID: 0x0                     Age: 04h20m37s 

       Cost: 0                Preference: 6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2                  OrigAs: 0 

      NibID: 0x26000002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0.0.0.0 

      Flags: 0x1008c         OrigNextHop: 13.13.13.2 

      Label: NULL            RealNextHop: 13.13.13.2 

    BkLabel: NULL              BkNextHop: 12.12.12.2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0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 在 Switch B 上查看 1.1.1.1/32 路由，可以看到备份下一跳信息。 
[SwitchB]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1.1.1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1.1.1/32 

   Protocol: Static           

 Process ID: 0 

  SubProtID: 0x0                     Age: 04h20m37s 

       Cost: 0                Preference: 6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2                  OrigAs: 0 

      NibID: 0x26000002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0.0.0.0 

      Flags: 0x1008c         OrigNextHop: 13.13.13.1 

      Label: NULL            RealNextHop: 13.13.13.1 

    BkLabel: NULL              BkNextHop: 24.24.24.2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1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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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省路由 
缺省路由是在路由器没有找到匹配的路由表项时使用的路由。 

如果报文的目的地不在路由表中且没有配置缺省路由，那么该报文将被丢弃，将向源端返回一个

ICMP 报文报告该目的地址或网络不可达。 

缺省路由有两种生成方式： 

• 第一种是网络管理员手工配置。配置请参见“1.2  配置静态路由”，将目的地址与掩码配置为

全零（0.0.0.0 0.0.0.0）。 

• 第二种是动态路由协议生成（如 OSPFRIP），由路由能力比较强的路由器将缺省路由发布给

其它路由器，其它路由器在自己的路由表里生成指向那台路由器的缺省路由。配置请参见各

个路由协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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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P 
1.1  RIP简介 

RIP（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路由信息协议）是一种基于距离矢量（Distance-Vector）算法

的内部网关协议（Interior Gateway Protocol，IGP），它通过 UDP 报文进行路由信息的交换，使用

的端口号为 520。RIP 适用于小型网络。 

1.1.1  RIP的路由度量值 

RIP 使用跳数来衡量到达目的地址的距离，跳数称为度量值。在 RIP 中，路由器到与它直接相连网

络的跳数为 0，通过一个路由器可达的网络的跳数为 1，其余依此类推。为限制收敛时间，RIP 规

定度量值取 0～15 之间的整数，大于或等于 16 的跳数被定义为无穷大，即目的网络或主机不可达。

由于这个限制，使得 RIP 不适合应用于大型网络。 

1.1.2  RIP的路由数据库 

每个运行 RIP 的路由器管理一个路由数据库，该路由数据库包含了到所有可达目的地的路由项，这

些路由项包含下列信息： 

• 目的地址：主机或网络的地址。 

• 下一跳地址：为到达目的地，需要经过的相邻路由器的接口 IP 地址。 

• 出接口：本路由器转发报文的出接口。 

• 度量值：本路由器到达目的地的开销。 

• 路由时间：从路由项 后一次被更新到现在所经过的时间，路由项每次被更新时，路由时间

重置为 0。 

• 路由标记（Route Tag）：用于标识外部路由，在路由策略中可根据路由标记对路由信息进行

灵活的控制。关于路由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三层技术-IP 路由配置指导”中的“路由策

略”。 

1.1.3  RIP的运行过程 

RIP 的运行过程如下： 

(1) 路由器启动 RIP 后，便会向相邻的路由器发送请求报文（Request message），相邻的 RIP
路由器收到请求报文后，响应该请求，回送包含本地路由表信息的响应报文（Response 
message）。 

(2) 路由器收到响应报文后，更新本地路由表，同时向相邻路由器发送触发更新报文，通告路由

更新信息。相邻路由器收到触发更新报文后，又向其各自的相邻路由器发送触发更新报文。

在一连串的触发更新广播后，各路由器都能得到并保持 新的路由信息。 

(3) 路由器周期性向相邻路由器发送本地路由表，运行 RIP 协议的相邻路由器在收到报文后，对

本地路由进行维护，选择一条 佳路由，再向其各自相邻网络发送更新信息，使更新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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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能达到全局有效。同时，RIP 采用老化机制对超时的路由进行老化处理，以保证路由的实

时性和有效性。 

1.1.4  RIP防止路由环路的机制 

RIP 协议向邻居通告的是自己的路由表，有可能会发生路由环路，可以通过以下机制来避免： 

• 计数到无穷（Counting to infinity）：将度量值等于 16 的路由定义为不可达（infinity）。在路

由环路发生时，某条路由的度量值将会增加到 16，该路由被认为不可达。 

• 触发更新（Triggered Updates）：RIP 通过触发更新来避免在多个路由器之间形成路由环路的

可能，而且可以加速网络的收敛速度。一旦某条路由的度量值发生了变化，就立刻向邻居路

由器发布更新报文，而不是等到更新周期的到来。 

• 水平分割（Split Horizon）：RIP 从某个接口学到的路由，不会从该接口再发回给邻居路由器。

这样不但减少了带宽消耗，还可以防止路由环路。 

• 毒性逆转（Poison Reverse）：RIP 从某个接口学到路由后，将该路由的度量值设置为 16（不

可达），并从原接口发回邻居路由器。利用这种方式，可以清除对方路由表中的无用信息。 

1.1.5  RIP的版本 

RIP 有两个版本：RIP-1 和 RIP-2。 

RIP-1 是有类别路由协议（Classful Routing Protocol），它只支持以广播方式发布协议报文。RIP-1
的协议报文无法携带掩码信息，它只能识别 A、B、C 类这样的自然网段的路由，因此 RIP-1 不支

持不连续子网（Discontiguous Subnet）。 

RIP-2 是一种无类别路由协议（Classless Routing Protocol），与 RIP-1 相比，它有以下优势： 

• 支持路由标记，在路由策略中可根据路由标记对路由进行灵活的控制。 

• 报文中携带掩码信息，支持路由聚合和 CIDR（Classless Inter-Domain Routing，无类域间路

由）。 

• 支持指定下一跳，在广播网上可以选择到 优下一跳地址。 

• 支持组播路由发送更新报文，只有 RIP-2 路由器才能收到更新报文，减少资源消耗。 

• 支持对协议报文进行验证，并提供明文验证和 MD5 验证两种方式，增强安全性。 

RIP-2 有两种报文传送方式：广播方式和组播方式，缺省将采用组播方式发送报文，使用的组播地

址为 224.0.0.9。当接口运行 RIP-2 广播方式时，也可接收 RIP-1 的报文。 

1.1.6  协议规范 

与 RIP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1058：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 

• RFC 1723：RIP Version 2 - Carry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 RFC 1721：RIP Version 2 Protocol Analysis 

• RFC 1722：RIP Version 2 Protocol Applicability Statement 

• RFC 1724：RIP Version 2 MIB Extension 

• RFC 2082：RIP-2 MD5 Authentication 

• RFC 2091：Triggered Extensions to RIP to Support Demand Circ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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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C 2453：RIP Version 2 

1.2  RIP配置任务简介 

RIP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RIP的基本功能 

a. 启动RIP 

b. （可选）配置接口的工作状态 

c. （可选）配置RIP版本 

d. 配置RIP邻居 

如果在不支持广播或组播报文的链路上运行 RIP，则必须手工指定 RIP 的邻居。 

(2) （可选）配置RIP的路由信息控制 

 配置接口附加度量值 

 配置RIP-2 路由聚合 

 禁止RIP接收主机路由 

 配置RIP发布缺省路由 

 配置RIP对接收/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配置RIP协议优先级 

 配置RIP引入外部路由 

(3) （可选）调整和优化RIP网络 

 配置RIP定时器 

 配置水平分割和毒性逆转  

 配置RIP触发更新的时间间隔 

 配置RIP报文的发送速率 

 配置RIP报文的 大长度 

 配置RIP发送协议报文的DSCP优先级 

(4) （可选）配置RIP网管功能 

(5) （可选）提高 RIP 的可靠性 

 配置RIP GR 

 配置RIP NSR 

 配置RIP与BFD联动 

 配置RIP快速重路由功能 

(6) （可选）提高RIP的安全性 

 配置RIP-1 报文的零域检查 

 配置源地址检查 

 配置RIP-2 报文的认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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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配置RIP的基本功能 

1.3.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目前，系统支持 RIP 多进程。当在一台路由器上启动多个 RIP 进程时，需要指定不同的进程号。

RIP 进程号是本地概念，不影响与其它路由器之间的报文交换。因此，不同的路由器之间，即使进

程号不同也可以进行报文交换。 

1.3.2  启动RIP 

1. 功能简介 

RIP 只在指定网段的接口上运行，指定网段的同时可以配置反码；对于不在指定网段上的接口，RIP
既不在它上面接收和发送路由，也不将它的接口路由发布出去。因此，RIP 启动后必须指定其工作

网段。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启动 RIP 前在接口视图下配置了 RIP 相关命令，这些配置只有在 RIP 启动后才会生效。 

• RIP 不支持将同一物理接口下的不同网段使能到不同的 RIP 进程中。 

• RIP 不支持在同一物理接口下使能多个 RIP 进程。 

• 在指定接口上使能 RIP 的优先级高于在指定网段上使能 RIP。 

3. 在指定网段上使能RIP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启动 RIP，并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缺省情况下，系统没有启动 RIP。 

(3) 在指定网段上使能 RIP。 
network network-address [ wildcard-mask ] 

缺省情况下，没有网段使能 RIP。 

在单进程情况下，可以使用 network 0.0.0.0 命令在所有接口上使能 RIP。在多进程情况下，

无法使用 network 0.0.0.0 命令。 

4. 在指定接口上使能RIP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启动 RIP，并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缺省情况下，系统没有启动 RIP。 

(3)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进入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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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5) 在指定接口上使能 RIP。 
rip process-id enable [ exclude-subip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没有使能 RIP。 

1.3.3  配置接口的工作状态 

1. 功能简介 

可对接口的工作状态进行配置，具体包括： 

• 配置接口工作在抑制状态，即接口只接收 RIP 报文而不发送 RIP 报文。 

• 配置禁止接口接收 RIP 报文。 

• 配置禁止接口发送 RIP 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silent-interface 命令用来抑制接口，使其只接收 RIP 报文，更新自己的路由表，但不发送

RIP 报文。命令 silent-interface 比命令 rip input 和 rip output 的优先级都高。

silent-interface all 表示抑制所有接口，在配置该命令后，所有接口都被抑制，rip input

和 rip output 将不会生效。 

3. 配置接口工作在抑制状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配置抑制接口。 
silent-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all } 

缺省情况下，允许所有接口发送路由更新报文。 

若抑制接口收到非知名端口的单播请求，会发送响应报文。 

4. 配置禁止接口接收RIP报文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禁止接口接收 RIP 报文。 
undo rip input 

缺省情况下，允许接口接收 RIP 报文。 

5. 配置禁止接口发送RIP报文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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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禁止接口发送 RIP 报文。 
undo rip output 

缺省情况下，允许接口发送 RIP 报文。 

1.3.4  配置RIP版本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在 RIP 视图下配置 RIP 版本，也可在接口上配置 RIP 版本： 

• 当全局和接口都没有进行 RIP 版本配置时，接口发送 RIP-1 广播报文，可以接收 RIP-1 广播/
单播报文、RIP-2 广播/组播/单播报文。 

• 如果接口上配置了 RIP 版本，以接口配置的为准；如果接口没有进行 RIP 版本配置，接口运

行的 RIP 版本将以全局配置的版本为准。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RIP 版本。 

 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 RIP 视图下配置 RIP 版本。 
rip [ process-id ] 

version { 1 | 2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全局 RIP 版本。接口只能发送 RIP-1 广播报文，可以接收 RIP-1 广播

/单播报文、RIP-2 广播/组播/单播报文。 

 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接口视图下配置 RIP 版本。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rip version { 1 | 2 [ broadcast | multicast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接口运行的 RIP 版本。接口只能发送 RIP-1 广播报文，可以接收 RIP-1
广播/单播报文、RIP-2 广播/组播/单播报文。 

1.3.5  配置RIP邻居 

1. 功能简介 

通常情况下，RIP 使用广播或组播地址发送报文，如果在不支持广播或组播报文的链路上运行 RIP，
则必须手工指定 RIP 的邻居。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 RIP 邻居与当前设备直连时不推荐使用 peer ip-address 命令，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对端同时

收到同一路由信息的组播（或广播）和单播两种形式的报文。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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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 [ process-id ] 

(3) 配置 RIP 邻居。 
peer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RIP 不向任何定点地址发送单播更新报文。 

(4) 关闭对接收到的 RIP 路由更新报文进行源 IP 地址检查的功能。 
undo validate-source-address 

缺省情况下，对接收到的 RIP 路由更新报文进行源 IP 地址检查的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当指定的邻居和本地路由器非直接连接，则必须关闭对更新报文的源地址进行检查的功能。 

1.4  配置RIP的路由信息控制 

1.4.1  配置接口附加度量值 

1. 功能简介 

附加度量值是在 RIP 路由原来度量值的基础上所增加的度量值（跳数），包括发送附加度量值和接

收附加度量值。 

• 发送附加度量值：不会改变路由表中的路由度量值，仅当接口发送 RIP 路由信息时才会添加

到发送路由上。 

• 接收附加度量值：会影响接收到的路由度量值，接口接收到一条合法的 RIP 路由时，在将其

加入路由表前会把度量值附加到该路由上，当附加度量值与原路由度量值之和大于 16 时，该

条路由的度量值取 16。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接收 RIP 路由时的附加度量值。 
rip metricin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接收 RIP 路由时的附加路由度量值为 0。 

(4) 配置接口发送 RIP 路由时的附加度量值。 
rip metricout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发送 RIP 路由时的附加路由度量值为 1。 

1.4.2  配置RIP-2 路由聚合 

1. 功能简介 

路由聚合是指路由器把同一自然网段内的连续子网的路由聚合成一条路由向外发送，如路由表里有

10.1.1.0/24、10.1.2.0/24、10.1.3.0/24 三条路由，可以通过配置把它们聚合成一条路由 10.1.0.0/16
向外发送，这样邻居路由器只接收到一条路由 10.1.0.0/16，从而减少了路由表的规模，以及网络上

的传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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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配置路由聚合，可以提高网络的可扩展性以及路由器的处理速度。 

RIP-2 将多条路由聚合成一条路由时，聚合路由的 Metric 值将取所有路由 Metric 的 小值。 

在 RIP-2 中，有两种路由聚合方式：自动路由聚合和手工配置聚合路由。 

• 自动路由聚合是指 RIP-2 将同一自然网段内的不同子网的路由聚合成一条自然掩码的路由向

外发送，例如，假设路由表里有 10.1.1.0/24、10.1.2.0/24、10.1.3.0/24 三条路由，使能 RIP-2
自动路由聚合功能后，这三条路由聚合成一条自然掩码的路由 10.0.0.0/8 向外发送。 

• 手工路由聚合是指用户可在指定接口配置 RIP-2 发布一条聚合路由。如果路由落入聚合路由

网段内，则 RIP-2 不发布该路由，只发布配置的聚合路由。例如，假设路由表里有 10.1.1.0/24、
10.1.2.0/24、10.1.3.0/24 三条子网连续的路由，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配置发布一条聚

合路由 10.1.0.0/16 后，这三条路由聚合成一条路由 10.1.0.0/16 向外发送。缺省情况下，RIP-2
的路由将按照自然掩码自动聚合，如果用户在指定接口配置发布一条聚合路由，则必须先关

闭自动聚合功能。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路由聚合在某些情况会产生路由环路，所以在路由聚合时需要配置出接口为 NULL0 的黑洞路由。

报文匹配到黑洞路由时，直接丢弃该报文，避免产生环路。 

3. 自动路由聚合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使能 RIP-2 自动路由聚合功能。 
summary 

缺省情况下，RIP-2 自动路由聚合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如果路由表里的路由子网不连续，则需要取消自动路由聚合功能，使得 RIP-2 能够向外发布

子网路由和主机路由。 

4. 手工配置聚合路由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关闭 RIP-2 自动路由聚合功能。 
undo summary 

缺省情况下，RIP-2 自动路由聚合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6) 配置发布一条聚合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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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 summary-address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聚合路由。 

1.4.3  禁止RIP接收主机路由 

1. 功能简介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路由器会收到大量来自同一网段的主机路由。这些路由对于路由寻址没有多少

作用，却占用了大量的资源，此时可配置 RIP 禁止接收主机路由，以节省网络资源。功能仅对 RIPv2
报文携带的路由有效，对 RIPv1 报文携带的路由无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禁止 RIP 接收主机路由。 
undo host-route 

缺省情况下，允许 RIP 接收主机路由。 

1.4.4  配置RIP发布缺省路由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配置 RIP 以指定度量值向邻居发布一条缺省路由。 

• 用户可以在 RIP 视图下配置 RIP 进程的所有接口向邻居发布缺省路由，也可以在接口下配置

指定 RIP 接口向邻居发布缺省路由。 

• 如果接口没有进行发布缺省路由的相关配置，则以 RIP 进程下的配置为准，否则将以接口配

置为准。 

• 如果 RIP 进程配置了发布缺省路由，但希望该进程下的某个接口不发送缺省路由（只发布普

通路由），可以通过在接口下配置 rip default-route no-originate 命令实现。 

配置发布缺省路由的 RIP 路由器不接收来自 RIP 邻居的缺省路由。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RIP 发布缺省路由。 

 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 RIP 视图下配置发布缺省路由。 
rip [ process-id ] 

default-route { only | originate } [ cost cost-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 

缺省情况下，RIP 不向邻居发送缺省路由。 

 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发布缺省路由。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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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 default-route { { only | originate } [ cost cost-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 | no-originate } 

缺省情况下，RIP 接口是否发布缺省路由以 RIP 进程配置的为准。 

1.4.5  配置RIP对接收/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1. 功能简介 

路由过滤就是通过指定访问控制列表或 IP 地址前缀列表，配置入口或出口过滤策略，对接收和发布

的路由进行过滤。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对接收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ipv4-acl-number | gateway prefix-list-name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gateway prefix-list-name ] } impor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RIP 不对接收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本命令对从邻居收到的 RIP 路由进行过滤，没有通过过滤的路由将不被加入路由表，也不向

邻居发布该路由。 

(4) 对发布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ipv4-acl-number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export 
[ protocol [ process-id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RIP 不对发布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本命令对本机所有路由的发布进行过滤，包括使用import-route引入的路由和从邻居学到

的 RIP 路由。 

1.4.6  配置RIP协议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在路由器中可能会运行多个 IGP 路由协议，如果想让 RIP 路由具有比从其它路由协议学来的路由更

高的优先级，需要配置小的优先级值。优先级的高低将 后决定 IP 路由表中的路由是通过哪种路由

算法获取的 佳路由。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配置 RIP 路由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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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 { preferenc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 

缺省情况下，RIP 路由的优先级为 100。 

1.4.7  配置RIP引入外部路由 

1. 功能简介 

如果在路由器上不仅运行 RIP，还运行着其它路由协议，可以配置 RIP 引入其它协议生成的路由，

如 OSPF、静态路由或者直连路由。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引入外部路由。 

 配置 RIP 引入直连或静态路由。 
import-route { direct | static } [ cost cost-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tag tag ] * 

 配置 RIP 引入 ospf 协议或其他 rip 进程的路由。 
import-route {  ospf | rip } [ process-id | all-processes ] 
[ allow-direct | cost cost-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tag tag ] * 

缺省情况下，RIP 不引入其它路由。 

只能引入路由表中状态为 active 的路由，是否为 active 状态可以通过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命令来查看。 

(4) （可选）配置引入路由的缺省度量值。 
default cost cost-value 

缺省情况下，引入路由的缺省度量值为 0。 

1.5  调整和优化RIP网络 

1.5.1  配置RIP定时器 

1. 功能简介 

通过调整 RIP 定时器可以改变 RIP 网络的收敛速度。 

RIP 受四个定时器的控制，分别是 Update、Timeout、Suppress 和 Garbage-Collect。 

• Update 定时器：定义了发送路由更新的时间间隔。 

• Timeout 定时器：定义了路由老化时间。如果在老化时间内没有收到关于某条路由的更新报文，

则该条路由在路由表中的度量值将会被设置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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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ress 定时器：定义了 RIP 路由处于抑制状态的时长。当一条路由的度量值变为 16 时，

该路由将进入抑制状态。在被抑制状态，只有来自同一邻居且度量值小于 16 的路由更新才会

被路由器接收，取代不可达路由。 

• Garbage-Collect 定时器：定义了一条路由从度量值变为 16 开始，直到它从路由表里被删除

所经过的时间。在Garbage-Collect时间内，RIP以 16作为度量值向外发送这条路由的更新，

如果 Garbage-Collect 超时，该路由仍没有得到更新，则该路由将从路由表中被彻底删除。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定时器值的调整应考虑网络的性能，并在所有运行 RIP 的路由器上进行统一配置，以免增加不必要

的网络流量或引起网络路由震荡。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配置 RIP 定时器的值。 
timers { garbage-collect garbage-collect-value | suppress 
suppress-value | timeout timeout-value | update update-value } * 

缺省情况下，Garbage-collect 定时器的值为 120 秒，Suppress 定时器的值为 120 秒，

Timeout 定时器的值为 180 秒，Update 定时器的值为 30 秒。 

1.5.2  配置水平分割和毒性逆转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水平分割或毒性逆转功能可以防止路由环路。 

• 配置水平分割可以使得从一个接口学到的路由不能通过此接口向外发布，用于避免相邻路由

器间的路由环路。 

• 配置毒性逆转后，从一个接口学到的路由还可以从这个接口向外发布，但这些路由的度量值

会设置为 16（即不可达），可以用于避免相邻路由器间的路由环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同时配置了水平分割和毒性逆转，则只有毒性逆转功能生效。 

3. 配置水平分割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使能水平分割功能。 
rip split-horizon 

缺省情况下，水平分割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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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毒性逆转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使能毒性逆转功能。 
rip poison-reverse 

缺省情况下，毒性逆转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3  配置RIP触发更新的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RIP 路由信息变化后将以触发更新的方式通知邻居设备，加速邻居设备的路由收敛。如果路由信息

频繁变化，且每次变化都立即发送触发更新，将会占用大量系统资源，并影响路由器的效率。通过

调节触发更新的时间间隔，可以抑制由于路由信息频繁变化带来的影响。本命令在路由信息变化不

频繁的情况下将连续触发更新的时间间隔缩小到 minimum-interval，而在路由信息变化频繁的

情况下可以进行相应惩罚，增加 incremental-interval×2n-2（n 为连续触发更新的次数），将

等待时间按照配置的惩罚增量延长， 大不超过 maximum-interva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配置 RIP 触发更新的时间间隔。 
timer triggered maximum-interval [ minimum-interval 
[ incremental-interval ] ] 

缺省情况下，发送触发更新的 大时间间隔为 5 秒， 小间隔为 50 毫秒，增量惩罚间隔为 200
毫秒。 

1.5.4  配置RIP报文的发送速率 

1. 功能简介 

RIP 周期性地将路由信息放在 RIP 报文中向邻居发送。 

如果路由表里的路由条目数量很多，同时发送大量 RIP 协议报文有可能会对当前设备和网络带宽带

来冲击；因此，路由器将 RIP 协议报文分为多个批次进行发送，并且对 RIP 接口每次允许发送的

RIP 协议报文 大个数做出限制。 

用户可根据需要配置接口发送 RIP 报文的时间间隔以及接口一次发送 RIP 报文的 大个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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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RIP 报文的发送速率。 

 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 RIP 视图下配置所有接口的 RIP 报文发送速率。 
rip [ process-id ] 

配置 RIP 报文的发送速率。 
output-delay time count count 

缺省情况下，接口发送 RIP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20 毫秒，一次 多发送 3 个 RIP 报文。 

 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接口视图下配置某个接口的 RIP 报文发送速率。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配置 RIP 报文的发送速率。 
rip output-delay time count count 

缺省情况下，接口发送 RIP 报文的速率以 RIP 进程配置的为准。 

1.5.5  配置RIP报文的最大长度 

1. 功能简介 

RIP 周期性地将路由信息放在 RIP 报文中向邻居发送，根据 RIP 报文的 大长度来计算报文中发送

的 大路由数。通过设置 RIP 报文的 大长度，可以合理利用链路带宽。 

在配置认证的情况下，如果配置不当可能会造成报文无法发送，建议用户按照下面进行配置： 

• 简单验证方式时，RIP 报文的 大长度不小于 52 字节； 

• MD5 验证方式（使用 RFC 2453 规定的报文格式）时，RIP 报文的 大长度不小于 56 字节； 

• MD5 验证方式（使用 RFC 2082 规定的报文格式）时，RIP 报文的 大长度不小于 72 字节。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RIP 报文的 大长度。 
rip max-packet-length 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发送 RIP 报文的 大长度为 512 字节。 

1.5.6  配置RIP发送协议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 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 RIP
发送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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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 [ process-id ] 

(3) 配置 RIP 发送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RIP 发送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48。 

1.6  配置RIP网管功能 

1. 功能简介 

配置 RIP 进程绑定 MIB 功能后，可以通过网管软件对指定的 RIP 进程进行管理。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RIP 进程绑定 MIB。 
rip mib-binding process-id 

缺省情况下，MIB 绑定在进程号 小的 RIP 进程上。 

1.7  配置RIP GR 

1. 功能简介 

GR（Graceful Restart，平滑重启）是一种在协议重启或主备倒换时 RIP 进行平滑重启，保证转发

业务不中断的机制。 

GR 有两个角色： 

• GR Restarter：发生协议重启或主备倒换事件且具有 GR 能力的设备。 

• GR Helper：和 GR Restarter 具有邻居关系，协助完成 GR 流程的设备。 

在普通的路由协议重启的情况下，路由器需要重新学习 RIP 路由，并更新 FIB 表，此时会引起网络

暂时的中断，基于 RIP 的 GR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应用了 GR 特性的设备向外发送 RIP 全部路由表请求报文，重新从邻居处学习 RIP 路由，在此期间

FIB 表不变化。在路由协议重启完毕后，设备将重新学到的 RIP 路由下刷给 FIB 表，使该设备的路

由信息恢复到重启前的状态。 

本配置在 GR Restarter 上进行，启动了 RIP 的设备缺省就是 GR Helper。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充当 GR Restarter 后不能再配置 RIP NSR 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使能 RIP 协议的 GR 能力。 
graceful-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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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RIP 协议的 GR 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 RIP 协议的 GR 重启间隔时间。 
graceful-restart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RIP 协议的 GR 重启间隔时间为 60 秒。 

1.8  配置RIP NSR 

1. 功能简介 

NSR（Nonstop Routing，不间断路由）通过将 RIP 路由信息从主进程备份到备进程，使设备在发

生主备倒换时新主进程可以无缝完成路由的重新生成、下刷，邻接关系不会发生中断，从而避免了

主备倒换对转发业务的影响。 

GR 特性需要周边设备配合才能完成路由信息的恢复，在网络应用中有一定的限制。NSR 特性不需

要周边设备的配合，网络应用更加广泛。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配置了 RIP NSR 功能后不能再充当 GR Restarter。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使能 RIP NSR 功能。 
non-stop-routing 

缺省情况下，RIP NSR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各个进程的 NSR 功能是相互独立的，只对本进程生效。如果存在多个 RIP 进程，建议在各个

进程下使能 RIP NSR 功能。 

1.9  配置RIP与BFD联动 

1.9.1  功能简介 

RIP 协议依赖周期性发送路由更新请求作为检测机制，当在指定时间内没有收到路由更新回应时，

认为此条路由不再生效，这种方式不能快速响应链路故障。使用 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双向转发检测）检测到链路故障时，RIP 能快速撤销失效路由，减少对其他业务的影响。

关于 BFD 的介绍和基本功能配置，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BFD”。 

目前 RIP 支持 BFD 提供了下面几种检测方式： 

• echo 报文单跳检测方式：直连邻居使用。在对端有 RIP 路由发送时才能建立 BFD 会话。 

• 指定目的地址的 echo 报文单跳检测方式：直连邻居使用，并且在接口上直接指定 RIP 邻居的

IP 地址。当该接口使能了 RIP 功能，会建立到指定目的 IP 地址的 BFD 会话。在链路出现单

通故障时，本特性可以加快路由收敛速度。链路出现故障时，本端设备不再从该接口收发任

何 RIP 报文，链路恢复后，接口将继续发送 RIP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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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报文双向检测方式：非直连邻居使用。当两端互有 RIP 路由发送时，且使能 BFD 的接

口与接收接口为同一接口，邻居之间才能建立 BFD 会话。 

1.9.2  配置限制和指导 

rip bfd enable 命令与 rip bfd enable destination 命令互斥，不能同时使用。 

1.9.3  配置echo报文单跳检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echo 报文源地址。 
bfd echo-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cho 报文源地址。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使能 RIP 的 BFD 功能。 
rip bfd enable 

缺省情况下，RIP 的 BFD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9.4  配置指定目的地址的echo报文单跳检测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特性只检测本端到 RIP 直连邻居的链路的连通状况。配置本特性时，指定的目的地址只能是 RIP
直连邻居的 IP 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echo 报文源地址。 
bfd echo-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cho 报文源地址。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使能 RIP 指定目的地址的 BFD 功能。 
rip bfd enable destination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RIP 的 BFD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9.5  配置control报文双向检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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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配置 RIP 邻居。 
peer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RIP 不向任何定点地址发送更新报文。 

由于 peer 命令与邻居之间没有对应关系，undo peer 操作并不能立刻删除邻居，因此不能

立刻删除 BFD 会话。 

(4)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5) 使能 RIP 的 BFD 功能。 
rip bfd enable 

缺省情况下，RIP 的 BFD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0  配置RIP快速重路由功能 

1.10.1  功能简介 

当 RIP 网络中的链路或某台路由器发生故障时，数据流量将会被中断，直到 RIP 根据新的拓扑网络

路由收敛完毕后，被中断的流量才能恢复正常的传输。 

为了尽可能缩短网络故障导致的流量中断时间，网络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配置RIP快速重路由功能。 

图1-1 RIP 快速重路由功能示意图 

 
 

如 图 1-1 所示，通过在Router B上配置快速重路由功能，RIP可以为路由指定备份下一跳，当Router 
B检测到网络故障时，RIP会使用事先获取好的备份下一跳替换失效下一跳，通过备份下一跳来指导

报文的转发，从而大大缩短了流量中断时间。在使用备份下一跳指导报文转发的同时，RIP会根据

变化后的网络拓扑重新计算路由，网络收敛完毕后，使用新计算出来的 优路由来指导报文转发。 

1.10.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功能只适合在主链路三层接口 up，主链路由双通变为单通或者不通的情况下使用。在主链路三层

接口 down 的情况下，本功能不可用。 

单通现象，即一条链路上的两端，有且只有一端可以收到另一端发来的报文，此链路称为单向链路。 

RIP 快速重路由功能仅对非迭代 RIP 路由（即从直连邻居学到 RIP 路由）有效。 

等价路由不支持快速重路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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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开启RIP快速重路由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路由策略。 

在路由策略中通过 apply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命令在路由策略中指定备

份下一跳。 

详细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路由配置指导”中的“路由策略”。 

(3)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4) 开启 RIP 快速重路由功能。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RIP 快速重路由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0.4  配置RIP快速重路由支持BFD检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RIP 协议的快速重路由特性中，主用链路缺省不使用 BFD 进行链路故障检测。配置本功能后，将使

用 BFD 进行检测，可以加快 RIP 协议的收敛速度。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bfd echo-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echo 报文的源 IP 地址用户可以任意指定。建议配置 echo 报文的源 IP 地址不属于该设备任何

一个接口所在网段。 

本命令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可靠性命令参考”中的“BFD”。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使能 RIP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Echo 方式）检测功能。 
rip primary-path-detect bfd echo 

缺省情况下，RIP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Echo 方式）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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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提高RIP的安全性 

1.11.1  配置RIP-1 报文的零域检查 

1. 功能简介 

RIP-1 报文中的有些字段必须为零，称之为零域。用户可配置 RIP-1 在接收报文时对零域进行检查，

零域值不为零的 RIP-1 报文将不被处理。如果用户能确保所有报文都是可信任的，则可以不进行该

项检查，以节省 CPU 处理时间。 

由于 RIP-2 的报文没有零域，此项配置对 RIP-2 无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使能 RIP-1 报文的零域检查功能。 
checkzero 

缺省情况下，RIP-1 报文的零域检查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1.11.2  配置源地址检查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对接收到的 RIP 路由更新报文进行源 IP 地址检查： 

• 对于在接口上接收的报文，RIP将检查该报文源地址和接收接口的 IP地址是否处于同一网段，

如果不在同一网段则丢弃该报文。 

• 对于 PPP 接口上接收的报文，RIP 检查该报文的源地址是否是对端接口的 IP 地址，如果不是

则丢弃该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 视图。 
rip [ process-id ] 

(3) 使能对接收到的 RIP 路由更新报文进行源 IP 地址检查功能。 
validate-source-address 

缺省情况下，对接收到的 RIP 路由更新报文进行源 IP 地址检查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1.11.3  配置RIP-2 报文的认证方式 

1. 功能简介 

在安全性要求较高的网络环境中，可以通过配置报文的认证方式来对 RIP-2 报文进行有效性检查和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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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2 支持两种认证方式：简单认证和 MD5 认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RIP-2 报文的验证方式。 
rip authentication-mode { md5 { rfc2082 { cipher | plain } string key-id | 
rfc2453 { cipher | plain } string } | simple { cipher | plain } string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RIP-2 的验证方式。 

当 RIP 的版本为 RIP-1 时，虽然在接口视图下仍然可以配置验证方式，但由于 RIP-1 不支持

认证，因此该配置不会生效。 

1.12  RI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RIP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重启 RIP 进程或清除指定 RIP 进程的统计信息。 

表1-1 RI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RIP的当前运行状态及配置信息 display rip [ process-id ] 

显示RIP进程的GR状态信息 display rip [ process-id ] graceful-restart 

显示RIP进程的NSR状态信息 display rip [ process-id ] non-stop-routing 

显示RIP数据库的激活路由 display rip process-id database [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显示RIP的接口信息 display rip process-id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RIP进程的邻居信息 display rip process-id neighbor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RIP的路由信息 display rip process-id route [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verbose ] | peer ip-address | statistics ] 

重启指定RIP进程 reset rip process-id process 

清除RIP进程的统计信息 reset rip process-id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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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RIP典型配置举例 

1.13.1  RIP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Switch A 和 Switch B 的所有接口上使能 RIP，并使用 RIP-2 进行网络互连。 

• 在 Switch B 上配置路由出策略，向 Switch A 发布的路由中过滤掉 10.2.1.0/24；Switch B 上

配置入策略，使得 Switch B 只接收路由 2.1.1.0/24。 

2. 组网图 

图1-2 RIP 基本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RIP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在指定网段上使能 RIP。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ip 

[SwitchA-rip-1] network 1.0.0.0 

[SwitchA-rip-1] network 2.0.0.0 

[SwitchA-rip-1] network 3.0.0.0 

[SwitchA-rip-1] quit 

# 配置 Switch B，在指定接口上使能 RIP。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ip 

[SwitchB-rip-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rip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SwitchB-Vlan-interface101] rip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2 

[SwitchB-Vlan-interface102] rip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2] quit 

# 查看 Switch A 的 RIP 路由表。 
[SwitchA] display rip 1 route 

 Route Flags: R - RIP, T - TRIP 

              P - Permanent,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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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1.1.1.2 on Vlan-interface100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10.0.0.0/8              1.1.1.2           1       0       RAOF    11 

 Local route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1.1.1.0/24              0.0.0.0           0       0       RDOF    - 

      2.1.1.0/24              0.0.0.0           0       0       RDOF    - 

      3.1.1.0/24              0.0.0.0           0       0       RDOF    - 

从路由表中可以看出，RIP-1 发布的路由信息使用的是自然掩码。 

(3) 配置 RIP 的版本 

# 在 Switch A 上配置 RIP-2。 
[SwitchA] rip 

[SwitchA-rip-1] version 2 

[SwitchA-rip-1] undo summary 

[SwitchA-rip-1] quit 

# 在 Switch B 上配置 RIP-2。 
[SwitchB] rip 

[SwitchB-rip-1] version 2 

[SwitchB-rip-1] undo summary 

[SwitchB-rip-1] quit 

# 查看 Switch A 的 RIP 路由表。 
[SwitchA] display rip 1 route 

 Route Flags: R - RIP, T - TRIP 

              P - Permanent,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1.1.1.2 on Vlan-interface100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10.0.0.0/8              1.1.1.2           1       0       RAOF    50 

      10.2.1.0/24             1.1.1.2           1       0       RAOF    16 

      10.1.1.0/24             1.1.1.2           1       0       RAOF    16 

 Local route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1.1.1.0/24              0.0.0.0           0       0       RDOF    - 

      2.1.1.0/24              0.0.0.0           0       0       RDOF    - 

      3.1.1.0/24              0.0.0.0           0       0       RDOF    - 

从路由表中可以看出，RIP-2 发布的路由中带有更为精确的子网掩码信息。 

 

由于 RIP 路由信息的老化时间较长，所以在配置 RIP-2 版本后的一段时间里，路由表中可能

还会存在 RIP-1 的路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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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 Switch B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B] display rip 1 route 

 Route Flags: R - RIP, T - TRIP 

              P - Permanent,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1.1.1.1 on Vlan-interface100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2.1.1.0/24              1.1.1.1           1       0       RAOF    19 

      3.1.1.0/24              1.1.1.1           1       0       RAOF    19 

 Local route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1.1.1.0/24              0.0.0.0           0       0       RDOF    - 

      10.1.1.0/24             0.0.0.0           0       0       RDOF    - 

      10.2.1.0/24             0.0.0.0           0       0       RDOF    - 

(4) 配置 RIP 路由过滤 

# 在 Switch B 配置地址前缀列表。 
[SwitchB] ip prefix-list aaa index 10 permit 2.1.1.0 24 

[SwitchB] ip prefix-list bbb index 10 deny 10.2.1.0 24 

[SwitchB] ip prefix-list bbb index 11 permit 0.0.0.0 0 less-equal 32 

[SwitchB] rip 1 

[SwitchB-rip-1] filter-policy prefix-list aaa import 

[SwitchB-rip-1] filter-policy prefix-list bbb export 

[SwitchB-rip-1] quit 

# 查看路由过滤后 Switch A 的路由信息。 
[SwitchA] display rip 1 route 

 Route Flags: R - RIP, T - TRIP 

              P - Permanent,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 

 Peer 1.1.1.2 on Vlan-interface100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10.1.1.0/24             1.1.1.2           1       0       RAOF    19 

 Local route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1.1.1.0/24              0.0.0.0           0       0       RDOF    - 

      2.1.1.0/24              0.0.0.0           0       0       RDOF    - 

      3.1.1.0/24              0.0.0.0           0       0       RDOF    - 

# 查看 Switch B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B] display rip 1 route 

 Route Flags: R - RIP, T - TRIP 

              P - Permanent,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1.1.1.1 on Vlan-interface100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2.1.1.0/24              1.1.1.1           1       0       RAOF    19 

 Local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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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1.1.1.0/24              0.0.0.0           0       0       RDOF    - 

      10.1.1.0/24             0.0.0.0           0       0       RDOF    - 

      10.2.1.0/24             0.0.0.0           0       0       RDOF    - 

1.13.2  RIP引入外部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B 上运行两个 RIP 进程：RIP 100 和 RIP 200。Switch B 通过 RIP 100 和 Switch A 交

换路由信息，通过 RIP 200 和 Switch C 交换路由信息。 

• 在 Switch B上配置 RIP进程 200引入外部路由，引入直连路由和 RIP进程 100的路由，使得

Switch C 能够学习到达 10.2.1.0/24 和 11.1.1.0/24 的路由，但 Switch A 不能学习到达

12.3.1.0/24 和 16.4.1.0/24 的路由。 

2. 组网图 

图1-3 RIP 引入外部路由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RIP 基本功能 

# 在 Switch A 上启动 RIP 进程 100，并配置 RIP 版本号为 2。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ip 100 

[SwitchA-rip-100] network 10.0.0.0 

[SwitchA-rip-100] network 11.0.0.0 

[SwitchA-rip-100] version 2 

[SwitchA-rip-100] undo summary 

[SwitchA-rip-100] quit 

# 在 Switch B 上启动两个 RIP 进程，进程号分别为 100 和 200，并配置 RIP 版本号为 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ip 100 

[SwitchB-rip-100] network 11.0.0.0 

[SwitchB-rip-100] version 2 

[SwitchB-rip-100] undo summary 

[SwitchB-rip-100] quit 

[SwitchB] rip 200 

[SwitchB-rip-200] network 12.0.0.0 

[SwitchB-rip-200] version 2 

[SwitchB-rip-200] undo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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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rip-200] quit 

# 在 Switch C 上启动 RIP 进程 200，并配置 RIP 版本号为 2。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ip 200 

[SwitchC-rip-200] network 12.0.0.0 

[SwitchC-rip-200] network 16.0.0.0 

[SwitchC-rip-200] version 2 

[SwitchC-rip-200] undo summary 

[SwitchC-rip-200] quit 

# 查看 Switch C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C]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13        Routes : 13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0.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3.1.0/24         Direct 0    0            12.3.1.2        Vlan200 

12.3.1.0/32         Direct 0    0            12.3.1.2        Vlan200 

12.3.1.2/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3.1.255/32       Direct 0    0            12.3.1.2        Vlan200 

16.4.1.0/24         Direct 0    0            16.4.1.1        Vlan400 

16.4.1.0/32         Direct 0    0            16.4.1.1        Vlan400 

16.4.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6.4.1.255/32       Direct 0    0            16.4.1.1        Vlan400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3) 配置 RIP 引入外部路由 

# 在 Switch B 配置 RIP 进程 200 引入外部路由，引入直连路由和 RIP 进程 100 的路由。 
[SwitchB] rip 200 

[SwitchB-rip-200] import-route rip 100 

[SwitchB-rip-200] import-route direct 

[SwitchB-rip-200] quit 

# 查看路由引入后 Switch C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C]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15        Routes : 15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0.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2.1.0/24         RIP    100  1            12.3.1.1        Vlan200 

11.1.1.0/24         RIP    100  1            12.3.1.1        Vlan200 

12.3.1.0/24         Direct 0    0            12.3.1.2        Vlan200 

12.3.1.0/32         Direct 0    0            12.3.1.2        Vlan200 

12.3.1.2/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3.1.255/32       Direct 0    0            12.3.1.2        Vlan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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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0/24         Direct 0    0            16.4.1.1        Vlan400 

16.4.1.0/32         Direct 0    0            16.4.1.1        Vlan400 

16.4.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6.4.1.255/32       Direct 0    0            16.4.1.1        Vlan400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13.3  RIP接口附加度量值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Switch D 和 Switch E 的所有接口上使能 RIP，并使用

RIP-2 进行网络互连。 

• Switch A 有两条链路可以到达 Switch D，其中，通过 Switch B 到达 Switch D 的链路比通过

Switch C 到达 Switch D 的链路更加稳定。通过在 Switch A 的 Vlan-interface200 上配置接口

接收 RIP 路由的附加度量值，使得 Switch A 优选从 Switch B 学到的 1.1.5.0/24 网段的路由。 

2. 组网图 

图1-4 RIP 接口附加度量值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地址（略） 

(2) 配置 RIP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ip 1 

[SwitchA-rip-1] network 1.0.0.0 

[SwitchA-rip-1] version 2 

[SwitchA-rip-1] undo summary 

[SwitchA-rip-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ip 1 

[SwitchB-rip-1] network 1.0.0.0 

[SwitchB-rip-1] vers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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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rip-1] undo summary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B] rip 1 

[SwitchC-rip-1] network 1.0.0.0 

[SwitchC-rip-1] version 2 

[SwitchC-rip-1] undo summary 

# 配置 Switch D。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rip 1 

[SwitchD-rip-1] network 1.0.0.0 

[SwitchD-rip-1] version 2 

[SwitchD-rip-1] undo summary 

# 配置 Switch E。 
<SwitchE> system-view 

[SwitchE] rip 1 

[SwitchE-rip-1] network 1.0.0.0 

[SwitchE-rip-1] version 2 

[SwitchE-rip-1] undo summary 

# 在 Switch A 上查看 RIP 数据库的所有激活路由。 
[SwitchA] display rip 1 database 

   1.0.0.0/8, auto-summary 

       1.1.1.0/24, cost 0, nexthop 1.1.1.1, RIP-interface 

       1.1.2.0/24, cost 0, nexthop 1.1.2.1, RIP-interface 

       1.1.3.0/24, cost 1, nexthop 1.1.1.2 

       1.1.4.0/24, cost 1, nexthop 1.1.2.2 

       1.1.5.0/24, cost 2, nexthop 1.1.1.2 

       1.1.5.0/24, cost 2, nexthop 1.1.2.2 

可以看到，到达网段1.1.5.0/24有两条RIP路由，下一跳分别是Switch B（IP地址为1.1.1.2）
和 Switch C（IP 地址为 1.1.2.2），cost 值都是 2。 

(3) 配置 RIP 接口附加度量值 

# 在 Switch A 上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200 接收 RIP 路由时的附加度量值为 3。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rip metricin 3 

# 在 Switch A 上查看 RIP 数据库的所有激活路由。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display rip 1 database 

   1.0.0.0/8, auto-summary 

       1.1.1.0/24, cost 0, nexthop 1.1.1.1, RIP-interface 

       1.1.2.0/24, cost 0, nexthop 1.1.2.1, RIP-interface 

       1.1.3.0/24, cost 1, nexthop 1.1.1.2 

       1.1.4.0/24, cost 2, nexthop 1.1.1.2 

       1.1.5.0/24, cost 2, nexthop 1.1.1.2 

可以看到，到达网段 1.1.5.0/24 的 RIP 路由仅有一条，下一跳是 Switch B（IP 地址为 1.1.1.2），
cost 值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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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RIP发布聚合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运行 OSPF，Switch D 运行 RIP，Switch C 同时运行 OSPF 和 RIP。 

• 在Switch C上配置RIP进程引入OSPF路由，使Switch D有到达10.1.1.0/24、10.2.1.0/24、
10.5.1.0/24 和 10.6.1.0/24 网段的路由。 

• 为了减小 Switch D 的路由表规模，在 Switch C 上配置路由聚合，只发布聚合后的路由

10.0.0.0/8。 

2. 组网图 

图1-5 RIP 发布聚合路由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地址（略） 

(2) 配置 OSPF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 

[SwitchA-ospf-1] area 0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5.1.0 0.0.0.255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2.1.0 0.0.0.255 

[SwitchA-ospf-1-area-0.0.0.0]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 

[SwitchB-ospf-1] area 0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0.6.1.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0]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 

[SwitchC-ospf-1] area 0 

Switch A

Vlan-int100
10.2.1.2/24

Switch C

Vlan-int100
10.2.1.1/24

Vlan-int300
11.3.1.2/24

Switch D

RIP

OSPF
Switch BVlan-int200

10.1.1.2/24

Vlan-int200
10.1.1.1/24

Vlan-int300
11.3.1.1/24

Vlan-int400
11.4.1.2/24

Vlan-int500
10.6.1.2/24

Vlan-int600
10.5.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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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0 0.0.0.255 

[SwitchC-ospf-1-area-0.0.0.0] network 10.2.1.0 0.0.0.255 

[SwitchC-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C-ospf-1] quit 

(3) 配置 RIP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rip 1 

[SwitchC-rip-1] network 11.3.1.0 

[SwitchC-rip-1] version 2 

[SwitchC-rip-1] undo summary 

# 配置 Switch D。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rip 1 

[SwitchD-rip-1] network 11.0.0.0 

[SwitchD-rip-1] version 2 

[SwitchD-rip-1] undo summary 

[SwitchD-rip-1] quit 

# 在 Switch C 上配置 RIP 引入外部路由，引入 OSPF 进程 1 的路由和直连路由。 
[SwitchC-rip-1] import-route direct 

[SwitchC-rip-1] import-route ospf 1 

[SwitchC-rip-1] quit 

# 查看 Switch D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D]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15        Routes : 15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0.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1.1.0/24         RIP    100  1            11.3.1.1        Vlan300 

10.2.1.0/24         RIP    100  1            11.3.1.1        Vlan300 

10.5.1.0/24         RIP    100  1            11.3.1.1        Vlan300 

10.6.1.0/24         RIP    100  1            11.3.1.1        Vlan300 

11.3.1.0/24         Direct 0    0            11.3.1.2        Vlan300 

11.3.1.0/32         Direct 0    0            11.3.1.2        Vlan300 

11.3.1.2/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1.4.1.0/24         Direct 0    0            11.4.1.2        Vlan400 

11.4.1.0/32         Direct 0    0            11.4.1.2        Vlan400 

11.4.1.2/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4) 在 Switch C 上配置路由聚合，只发布聚合路由 10.0.0.0/8。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 

[SwitchC-Vlan-interface300] rip summary-address 10.0.0.0 8 

# 查看 Switch D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D]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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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s : 12        Routes : 12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0.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0.0.0/8          RIP    100  1            11.3.1.1        Vlan300 

11.3.1.0/24         Direct 0    0            11.3.1.2        Vlan300 

11.3.1.0/32         Direct 0    0            11.3.1.2        Vlan300 

11.3.1.2/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1.4.1.0/24         Direct 0    0            11.4.1.2        Vlan400 

11.4.1.0/32         Direct 0    0            11.4.1.2        Vlan400 

11.4.1.2/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13.5  RIP GR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通过 RIPv2 协议实现网络互连。 

• Switch A 作为 GR Restarter，Switch B 和 Switch C 作为 GR Helper 并且通过 GR 机制与

Switch A 保持同步。 

2. 组网图 

图1-6 RIP GR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路由器接口的 IP 地址和 RIP 协议 

请按照上面组网图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配置过程略。 

配置各路由器之间采用 RIPv2 协议进行互连，确保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能够

在网络层互通，并且各路由器之间能够借助 RIPv2 协议实现动态路由更新。 

(2) 配置 RIP GR 

# 使能 Switch A 的 RIP GR 功能。 
<SwitchA> system-view 

Vlan-int100
192.1.1.1/24

Vlan-int100
192.1.1.3/24

Vlan-int100
192.1.1.2/24

GR helper GR helper

GR restarter

Switch A

Switch CSwitch B

Router ID: 1.1.1.1

Router ID: 2.2.2.2 Router ID: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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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rip 

[SwitchA-rip-1] graceful-restart 

4. 验证配置 

# 在 Switch A 上触发协议重启或主备倒换后，查看 RIP 的 GR 状态。 
<SwitchA> display rip graceful-restart 

 RIP process: 1 

 Graceful Restart capability     : Enabled 

 Current GR state                : Normal 

 Graceful Restart period         : 60  seconds 

 Graceful Restart remaining time : 0   seconds 

1.13.6  RIP NSR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S、Switch A、Switch B 通过 RIPv2 协议实现网络互连。要求对 Switch S 进行主备倒换时，

Switch A 和 Switch B 到 Switch S 的邻居没有中断，Switch A 到 Switch B 的流量没有中断。 

2. 组网图 

图1-7 RIP NSR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和 RIP 协议 

请按照上面组网图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配置过程略。 

配置各交换机之间采用 RIPv2 协议进行互连，确保 Switch S、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能够

在网络层互通，并且各路由器之间能够借助 RIPv2 协议实现动态路由更新。 

(2) 配置 RIP NSR 

# 使能 Switch S 的 RIP NSR 功能。 
<SwitchS> system-view 

[SwitchS] rip 100 

[SwitchS-rip-100] non-stop-routing 

[SwitchS-rip-100] quit 

4. 验证配置 

# Switch S 进行主备倒换。 
[SwitchS] placement reoptimize 

Predicted changes to the placement 

Program                           Current location       New location 

--------------------------------------------------------------------- 

lb                                0/0                    0/0 

lsm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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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p                              0/0                    0/0 

rib6                              0/0                    0/0 

routepolicy                       0/0                    0/0 

rib                               0/0                    0/0 

staticroute6                      0/0                    0/0 

staticroute                       0/0                    0/0 

ospf                              0/0                    1/0 

Continue? [y/n]:y 

Re-optimization of the placement start. You will be notified on completion 

Re-optimization of the placement complete. Use 'display placement' to view the new placement 

# 查看 Switch A 上 RIP 协议的邻居和路由。 
[SwitchA] display rip 1 neighbor 

 Neighbor Address: 12.12.12.2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200 

     Version    : RIPv2     Last update: 00h00m13s 

     Relay nbr  : No        BFD session: None 

     Bad packets: 0         Bad routes : 0 

[SwitchA] display rip 1 route 

 Route Flags: R - RIP, T - TRIP 

              P - Permanent,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12.12.12.2 on Vlan-interface200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14.0.0.0/8              12.12.12.2        1       0       RAOF    16 

      44.0.0.0/8              12.12.12.2        2       0       RAOF    16 

 Local route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12.12.12.0/24           0.0.0.0           0       0       RDOF    - 

      22.22.22.22/32          0.0.0.0           0       0       RDOF    - 

# 查看 Switch B 上 RIP 协议的邻居和路由。 
[SwitchB] display rip 1 neighbor 

 Neighbor Address: 14.14.14.2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200 

     Version    : RIPv2     Last update: 00h00m32s 

     Relay nbr  : No        BFD session: None 

     Bad packets: 0         Bad routes : 0 

[SwitchB] display rip 1 route 

 Route Flags: R - RIP, T - TRIP 

              P - Permanent,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14.14.14.2 on Vlan-interface200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12.0.0.0/8              14.14.14.2        1       0       RAOF    1 

      22.0.0.0/8              14.14.14.2        2       0       RAOF    1 

 Local route 

      Destination/Mask        Nexthop           Cost    Tag     Flags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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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44.44/32          0.0.0.0           0       0       RDOF    - 

      14.14.14.0/24           0.0.0.0           0       0       RDOF    - 

通过上面信息可以看出在 Switch S 发生主备倒换的时候，Switch A 和 Switch B 的邻居和路由信息

保持不变，从 Switch A 到 Switch B 的流量转发没有受到主备倒换的影响。 

1.13.7  RIP与BFD联动配置举例（echo报文单跳检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C通过二层交换机互连，它们的接口Vlan-interface100都运行RIP进程1。
并且 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还使能了 BFD 检测功能。 

• Switch A 通过 Switch B 与 Switch C 互连，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200 运行 RIP 进程

2。Switch C 的接口 Vlan-interface300、Switch B 的接口 Vlan-interface200 和

Vlan-interface300 上都运行 RIP 进程 1。 

• Switch C 上配置静态路由，并且将静态路由引入在 RIP 进程中，使 Switch C 有路由发送至

Switch A。Switch A 上学习到 Switch C 发送的静态路由，出接口为与二层交换机相连的接

口。 

• 在 Switch C 和二层交换机之间的链路发生故障后，BFD 能够快速检测链路中断并通告 RIP 协

议。RIP 协议响应 BFD 会话 down，删除与 Switch C 的邻居，并删除从 Switch C 学习的路由。

Switch A 上学习到 Switch C 上发送的静态路由，出接口为与 Switch B 相连的接口。 

2. 组网图 

图1-8 RIP 与 BFD 联动配置组网图（echo 报文单跳检测）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RIP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ip 1 

[SwitchA-rip-1] version 2 

[SwitchA-rip-1] undo summary 

[SwitchA-rip-1] network 192.1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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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rip-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rip bfd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A] rip 2 

[SwitchA-rip-2] version 2 

[SwitchA-rip-2] undo summary 

[SwitchA-rip-2] network 192.168.2.0 

[SwitchA-rip-2]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ip 1 

[SwitchB-rip-1] version 2 

[SwitchB-rip-1] undo summary 

[SwitchB-rip-1] network 192.168.2.0 

[SwitchB-rip-1] network 192.168.3.0 

[SwitchB-rip-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ip 1 

[SwitchC-rip-1] version 2 

[SwitchC-rip-1] undo summary 

[SwitchC-rip-1] network 192.168.1.0 

[SwitchC-rip-1] network 192.168.3.0 

[SwitchC-rip-1] import-route static 

[SwitchC-rip-1] quit 

(3) 配置 BFD 参数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bfd echo-source-ip 11.11.11.11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bfd min-echo-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bfd detect-multiplier 7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A] quit 

(4) Switch C 配置静态路由 
[SwitchC] ip route-static 120.1.1.1 24 null 0 

4. 验证配置 

# 查看 Switch A 的 BFD 信息。 
<SwitchA> display bfd session 

 

 Total Session Num: 1     Up Session Num: 1     Init Mode: Active 

 

 IPv4 Session Working Under Echo Mode: 

 

 LD             SourceAddr      DestAddr        State    Holdtime    Interface 

 4              192.168.1.1     192.168.1.2     Up       2000ms      Vla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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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 Switch A 上学到的路由 120.1.1.0/24，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L2 Switch 到达 Switch C。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20.1.1.0 24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20.1.1.0/24       RIP     100 1           192.168.1.2     Vlan-interface100 

当 Switch C 和二层交换机之间的链路发生故障时： 

# 查看 Switch A 上学到的路由 120.1.1.0/24，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Switch B 到达 Switch C。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20.1.1.0 24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20.1.1.0/24       RIP     100 1           192.168.2.2     Vlan-interface200 

1.13.8  RIP与BFD联动配置举例（指定目的地址的echo报文单跳检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 和 Switch B 互连，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100 和 Switch B 的接口

Vlan-interface100都运行 RIP进程 1。Switch A的接口 Vlan-interface100上使能了 BFD检测

功能，指定目的地址为 Switch B 的接口 Vlan-interface100 的地址。 

• Switch B 与 Switch C 互连，它们的接口 Vlan-interface200 都运行 RIP 进程 1。 

• Switch A和Switch C上配置静态路由，并都将静态路由引入RIP进程中，其中Switch A引入

路由的 cost 值比 Switch C 引入的 cost 值小，这样，当 Switch B 上学习到 Switch A 和 Switch 
C 发送的路由后，会优选 Switch A 的路由，出接口为与 Switch A 连接的接口。 

• 在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的链路发生单通故障（从 Switch A 到 Switch B 方向报文是通的，

但是从 Switch B 到 Switch A 方向的链路不通）后，Switch A 上 BFD 能够快速检测链路故障

并通告RIP协议。Switch A上的RIP协议响应BFD会话down，删除从接口Vlan-interface100
学习到的邻居和路由，并不再从该接口接收和发送 RIP 报文。Switch B 上在学自 Switch A 的

路由老化后，会优选 Switch C 发送的静态路由，出接口为与 Switch C 连接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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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9 RIP 与 BFD 联动配置组网图（指定目的地址的 echo 报文单跳检测）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RIP 基本功能并且在接口上使能 BFD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ip 1 

[SwitchA-rip-1] network 192.168.2.0 

[SwitchA-rip-1] import-route static 

[SwitchA-rip-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rip bfd enable destination 192.168.2.2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ip 1 

[SwitchB-rip-1] network 192.168.2.0 

[SwitchB-rip-1] network 192.168.3.0 

[SwitchB-rip-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ip 1 

[SwitchC-rip-1] network 192.168.3.0 

[SwitchC-rip-1] import-route static cost 3 

[SwitchC-rip-1] quit 

(3) 配置接口 BFD 参数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bfd echo-source-ip 11.11.11.11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bfd min-echo-receive-interval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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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interface100] return 

(4) 配置静态路由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ip route-static 100.1.1.0 24 null 0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ip route-static 100.1.1.0 24 null 0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的 BFD 信息。 
<SwitchA> display bfd session 

 

 Total Session Num: 1     Up Session Num: 1     Init Mode: Active 

 

 IPv4 session working under Echo mode: 

 

 LD             SourceAddr      DestAddr        State    Holdtime    Interface 

 3              192.168.2.1     192.168.2.2     Up       2000ms      vlan100 

# 显示 Switch B 上学到的路由 100.1.1.0/24。 
<SwitchB>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00.1.1.0 24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00.1.1.0/24 

   Protocol: RIP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1                     Age: 00h02m47s 

       Cost: 1                Preference: 10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2                  OrigAs: 0 

      NibID: 0x12000002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192.168.2.1 

      Flags: 0x1008c         OrigNextHop: 192.168.2.1 

      Label: NULL            RealNextHop: 192.168.2.1 

    BkLabel: NULL              BkNextHop: N/A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N/A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的链路发生故障时： 

# 显示 Switch B 上学到的路由 100.1.1.0/24。 
<SwitchB>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00.1.1.0 24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00.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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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ocol: RIP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1                     Age: 00h21m23s 

       Cost: 4                Preference: 10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2                  OrigAs: 0 

      NibID: 0x12000002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192.168.3.2 

      Flags: 0x1008c         OrigNextHop: 192.168.3.2 

      Label: NULL            RealNextHop: 192.168.3.2 

    BkLabel: NULL              BkNextHop: N/A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N/A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1.13.9  RIP与BFD联动配置举例（control报文双向检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 通过 Switch B 与 Switch C 互连。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100 和 Switch C 的

接口Vlan-interface200上都运行RIP进程 1。分别在Switch A和Switch C上配置到达对端的

静态路由，并在 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100 和 Switch C 的接口 Vlan-interface200 上

并使能 BFD 检测功能。 

• Switch A 通过 Switch D 与 Switch C 互连。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300 运行 RIP 进程

2。Switch C 的接口 Vlan-interface400、Switch D 的接口 Vlan-interface300 和

Vlan-interface400 上运行 RIP 进程 1。 

• 为使 Switch A 与 Switch C 互有路由发送，在 Switch A 与 Switch C 上将到达对端的静态路由

引入 RIP 协议中。Switch A 与 Switch C 之间建立 BFD 会话。Switch A 上学习到 Switch C 发

送的静态路由，出接口为与 Switch B 连接的接口。 

• 在 Switch B 与 Switch C 之间的链路发生故障后，BFD 能够快速检测链路中断并通告 RIP 协

议。RIP 协议响应 BFD 会话 down，删除与 Switch C 的邻居，并删除从 Switch C 学习的路由。

Switch A 上学习到 Switch C 发送的静态路由，出接口为与 Switch D 连接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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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0 RIP 与 BFD 联动配置组网图（control 报文双向检测） 

 
 

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Switch A Vlan-int300 192.168.3.1/24 Switch B Vlan-int100 192.168.1.2/24 
 Vlan-int100 192.168.1.1/24  Vlan-int200 192.168.2.1/24 

Switch C Vlan-int200 192.168.2.2/24 Switch D Vlan-int300 192.168.3.2/24 

 Vlan-int400 192.168.4.2/24  Vlan-int400 192.168.4.1/24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RIP 基本功能，并引入静态路由，使 Switch A 与 Switch C 互有路由发送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ip 1 

[SwitchA-rip-1] version 2 

[SwitchA-rip-1] undo summary 

[SwitchA-rip-1] network 192.168.1.0 

[SwitchA-rip-1] network 101.1.1.0 

[SwitchA-rip-1] peer 192.168.2.2 

[SwitchA-rip-1] undo validate-source-address 

[SwitchA-rip-1] import-route static 

[SwitchA-rip-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rip bfd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A] rip 2 

[SwitchA-rip-2] version 2 

[SwitchA-rip-2] undo summary 

[SwitchA-rip-2] network 192.168.3.0 

[SwitchA-rip-2] quit 

# 配置 Switc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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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ip 1 

[SwitchC-rip-1] version 2 

[SwitchC-rip-1] undo summary 

[SwitchC-rip-1] network 192.168.2.0 

[SwitchC-rip-1] network 192.168.4.0 

[SwitchC-rip-1] network 100.1.1.0 

[SwitchC-rip-1] peer 192.168.1.1 

[SwitchC-rip-1] undo validate-source-address 

[SwitchC-rip-1] import-route static 

[SwitchC-rip-1]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rip bfd enable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 Switch D。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rip 1 

[SwitchD-rip-1] version 2 

[SwitchD-rip-1] undo summary 

[SwitchD-rip-1] network 192.168.3.0 

[SwitchD-rip-1] network 192.168.4.0 

(3) 配置 BFD 参数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bfd session init-mode active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bfd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bfd detect-multiplier 7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bfd session init-mode active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bfd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bfd detect-multiplier 7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quit 

(4) 配置静态路由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ip route-static 192.168.2.0 24 vlan-interface 100 192.168.1.2 

[SwitchA]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ip route-static 192.168.1.0 24 vlan-interface 200 192.168.2.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的 BFD 信息。 
<SwitchA> display bfd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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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Session Num: 1     Up Session Num: 1     Init Mode: Active 

 

 IPv4 session working under Ctrl mode: 

 

 LD/RD             SourceAddr      DestAddr        State    Holdtime    Interface 

 513/513           192.168.1.1     192.168.2.2     Up       1700ms      vlan100 

# 显示 Switch A 上学到的路由 100.1.1.0/24，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Switch B 到达 Switch C。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00.1.1.0 24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00.1.1.0/24       RIP     100 1           192.168.2.2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的链路发生故障后： 

# 显示 Switch A 上学到的路由 100.1.1.0/24，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Switch D 到达 Switch C。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00.1.1.0 24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00.1.1.0/24       RIP     100 2           192.168.3.2     vlan-interface 300 

1.13.10  RIP快速重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通过 RIPv2 协议实现网络互连。要求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

的链路出现单通故障时，业务可以快速切换到链路 B 上。 

2. 组网图 

图1-11 RIP 快速重路由配置组网图 

 
 

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Switch A Vlan-int100 12.12.12.1/24 Switch B Vlan-int101 24.24.24.4/24 
 Vlan-int200 13.13.13.1/24  Vlan-int200 13.13.13.2/24 
 Loop0 1.1.1.1/32  Loop0 4.4.4.4/32 

Switch C Vlan-int100 12.12.12.2/24    

 Vlan-int101 24.24.24.2/24    

 

Switch A Switch B

Switch C

Loop0

Vlan-int100

Vlan-int200 Vlan-int200

Vlan-int100 Vlan-int101

Vlan-int101

Loop0

Link A

Link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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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交换机接口的 IP 地址和 RIPv2 协议 

请按照上面组网图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配置过程略。 

配置各路由器之间采用 RIPv2 协议进行互连，确保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能够

在网络层互通，并且各路由器之间能够借助 RIPv2 协议实现动态路由更新。 

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RIP 快速重路由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 prefix-list abc index 10 permit 4.4.4.4 32 

[SwitchA] route-policy frr permit node 10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if-match ip address prefix-list abc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apply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backup-nexthop 12.12.12.2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quit 

[SwitchA] rip 1 

[SwitchA-rip-1]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frr 

[SwitchA-rip-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 prefix-list abc index 10 permit 1.1.1.1 32 

[SwitchB] route-policy frr permit node 10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if-match ip address prefix-list abc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apply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backup-nexthop 24.24.24.2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quit 

[SwitchB] rip 1 

[SwitchB-rip-1]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frr 

[SwitchB-rip-1] quit 

4. 验证配置 

# 在 Switch A 上查看 4.4.4.4/32 路由，可以看到备份下一跳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4.4.4.4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4.4.4.4/32 

   Protocol: RIP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1                     Age: 04h20m37s 

       Cost: 1                Preference: 10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2                  OrigAs: 0 

      NibID: 0x26000002           LastAs: 0 



 

1-44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13.13.13.2 

      Flags: 0x1008c         OrigNextHop: 13.13.13.2 

      Label: NULL            RealNextHop: 13.13.13.2 

    BkLabel: NULL              BkNextHop: 12.12.12.2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0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 在 Switch B 上查看 1.1.1.1/32 路由，可以看到备份下一跳信息： 
[SwitchB]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1.1.1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1.1.1/32 

   Protocol: RIP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1                     Age: 04h20m37s 

       Cost: 1                Preference: 10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2                  OrigAs: 0 

      NibID: 0x26000002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13.13.13.1 

      Flags: 0x1008c         OrigNextHop: 13.13.13.1 

      Label: NULL            RealNextHop: 13.13.13.1 

    BkLabel: NULL              BkNextHop: 24.24.24.2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1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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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SPF 
1.1  OSPF简介 

OSPF（Open Shortest Path First，开放 短路径优先）是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组织开发的一个基于链路状态的内部网关协议。目前针对 IPv4 协议使用的是

OSPF Version 2。下文中所提到的 OSPF 均指 OSPF Version 2。 

1.1.1  OSPF的特点 

OSPF 具有如下特点： 

• 适应范围广：支持各种规模的网络， 多可支持几百台路由器。 

• 快速收敛：在网络的拓扑结构发生变化后立即发送更新报文，使这一变化在自治系统中同步。 

• 无自环：由于 OSPF 根据收集到的链路状态用 短路径树算法计算路由，从算法本身保证了

不会生成自环路由。 

• 区域划分：允许自治系统的网络被划分成区域来管理。路由器链路状态数据库的减小降低了

内存的消耗和 CPU 的负担；区域间传送路由信息的减少降低了网络带宽的占用。 

• 等价路由：支持到同一目的地址的多条等价路由。 

• 路由分级：使用 4 类不同的路由，按优先顺序来说分别是：区域内路由、区域间路由、第一

类外部路由、第二类外部路由。 

• 支持验证：支持基于区域和接口的报文验证，以保证报文交互和路由计算的安全性。 

• 组播发送：在某些类型的链路上以组播地址发送协议报文，减少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1.1.2  OSPF报文类型 

OSPF 协议报文直接封装为 IP 报文，协议号为 89。 

OSPF 有五种类型的协议报文： 

• Hello 报文：周期性发送，用来发现和维持 OSPF 邻居关系，以及进行 DR（Designated 
Router，指定路由器）/BDR（Backup Designated Router，备份指定路由器）的选举。 

• DD（Database Description，数据库描述）报文：描述了本地 LSDB（Link State DataBase，
链路状态数据库）中每一条 LSA（Link State Advertisement，链路状态通告）的摘要信息，

用于两台路由器进行数据库同步。 

• LSR（Link State Request，链路状态请求）报文：向对方请求所需的 LSA。两台路由器互相

交换 DD 报文之后，得知对端的路由器有哪些 LSA 是本地的 LSDB 所缺少的，这时需要发送

LSR 报文向对方请求所需的 LSA。 

• LSU（Link State Update，链路状态更新）报文：向对方发送其所需要的 LSA。 

• LSAck（Link State Acknowledgment，链路状态确认）报文：用来对收到的 LSA 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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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LSA类型 

OSPF 中对链路状态信息的描述都是封装在 LSA 中发布出去，常用的 LSA 有以下几种类型： 

• Router LSA（Type-1）：由每个路由器产生，描述路由器的链路状态和开销，在其始发的区域

内传播。 

• Network LSA（Type-2）：由 DR 产生，描述本网段所有路由器的链路状态，在其始发的区域

内传播。 

• Network Summary LSA（Type-3）：由 ABR（Area Border Router，区域边界路由器）产生，

描述区域内某个网段的路由，并通告给其他区域。 

• ASBR Summary LSA（Type-4）：由 ABR 产生，描述到 ASBR（Autonomous System 
Boundary Router，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的路由，通告给相关区域。 

• AS External LSA（Type-5）：由 ASBR 产生，描述到 AS（Autonomous System，自治系统）

外部的路由，通告到所有的区域（除了 Stub 区域和 NSSA 区域）。 

• NSSA External LSA（Type-7）：由 NSSA（Not-So-Stubby Area）区域内的 ASBR 产生，描

述到 AS 外部的路由，仅在 NSSA 区域内传播。 

• Opaque LSA：用于 OSPF 的扩展通用机制，目前有 Type-9、Type-10 和 Type-11 三种。其

中，Type-9 LSA 仅在本地链路范围进行泛洪，用于支持 GR（Graceful Restart，平滑重启）

的 Grace LSA 就是 Type-9 的一种类型；Type-10 LSA 仅在区域范围进行泛洪；Type-11 LSA
可以在一个自治系统范围进行泛洪。 

1.1.4  OSPF区域 

1. 区域划分 

随着网络规模日益扩大，当一个大型网络中的路由器都运行 OSPF 协议时，LSDB 会占用大量的存

储空间，并使得运行 SPF（Shortest Path First， 短路径优先）算法的复杂度增加，导致 CPU 负

担加重。 

在网络规模增大之后，拓扑结构发生变化的概率也增大，网络会经常处于“振荡”之中，造成网络

中会有大量的 OSPF 协议报文在传递，降低了网络的带宽利用率。更为严重的是，每一次变化都会

导致网络中所有的路由器重新进行路由计算。 

OSPF协议通过将自治系统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来解决上述问题。区域是从逻辑上将路由器划分为不

同的组，每个组用区域号来标识。如 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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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OSPF 区域划分 

 

 

区域的边界是路由器，而不是链路。一个路由器可以属于不同的区域，但是一个网段（链路）只能

属于一个区域，或者说每个运行 OSPF 的接口必须指明属于哪一个区域。划分区域后，可以在区域

边界路由器上进行路由聚合，以减少通告到其他区域的 LSA 数量，还可以将网络拓扑变化带来的影

响 小化。 

2. 骨干区域（Backbone Area） 

OSPF 划分区域之后，并非所有的区域都是平等的关系。其中有一个区域是与众不同的，它的区域

号是 0，通常被称为骨干区域。骨干区域负责区域之间的路由，非骨干区域之间的路由信息必须通

过骨干区域来转发。对此，OSPF 有两个规定： 

• 所有非骨干区域必须与骨干区域保持连通； 

• 骨干区域自身也必须保持连通。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法满足上面的要求。这时可以通过配置 OSPF 虚

连接予以解决。 

3. 虚连接（Virtual Link） 

虚连接是指在两台 ABR 之间通过一个非骨干区域而建立的一条逻辑上的连接通道。它的两端必须

是 ABR，而且必须在两端同时配置方可生效。为虚连接两端提供一条非骨干区域内部路由的区域称

为传输区（Transit Area）。 

在图1-2中，Area2与骨干区域之间没有直接相连的物理链路，但可以在ABR上配置虚连接，使Area2
通过一条逻辑链路与骨干区域保持连通。 

Area 0

Area 1

Area 2

Area 3

Are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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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虚连接示意图之一 

 
 

虚连接的另外一个应用是提供冗余的备份链路，当骨干区域因链路故障不能保持连通时，通过虚连

接仍然可以保证骨干区域在逻辑上的连通性。如 图 1-3 所示。 

图1-3 虚连接示意图之二 

 
 

虚连接相当于在两个 ABR 之间形成了一个点到点的连接，因此，在这个连接上，和物理接口一样

可以配置接口的各参数，如发送 Hello 报文间隔等。 

两台ABR之间直接传递OSPF报文信息，它们之间的OSPF路由器只是起到一个转发报文的作用。

由于协议报文的目的地址不是中间这些路由器，所以这些报文对于它们而言是透明的，只是当作普

通的 IP 报文来转发。 

4. Stub区域和Totally Stub区域 

Stub 区域是一些特定的区域，该区域的 ABR 会将区域间的路由信息传递到本区域，但不会引入自

治系统外部路由，区域中路由器的路由表规模以及 LSA 数量都会大大减少。为保证到自治系统外的

路由依旧可达，该区域的 ABR 将生成一条缺省路由 Type-3 LSA，发布给本区域中的其他非 ABR
路由器。 

为了进一步减少 Stub 区域中路由器的路由表规模以及 LSA 数量，可以将区域配置为 Totally Stub
（完全 Stub）区域，该区域的 ABR 不会将区域间的路由信息和自治系统外部路由信息传递到本区

域。为保证到本自治系统的其他区域和自治系统外的路由依旧可达，该区域的 ABR 将生成一条缺

省路由 Type-3 LSA，发布给本区域中的其他非 ABR 路由器。 

5. NSSA区域和Totally NSSA区域 

NSSA（Not-So-Stubby Area）区域是 Stub 区域的变形，与 Stub 区域的区别在于 NSSA 区域允许

引入自治系统外部路由，由 ASBR 发布 Type-7 LSA 通告给本区域。当 Type-7 LSA 到达 NSSA 的

ABR 时，由 ABR 将 Type-7 LSA 转换成 Type-5 LSA，传播到其他区域。 

Area 0

Area 1

Virtual link

R2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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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区域配置为 Totally NSSA（完全 NSSA）区域，该区域的 ABR 不会将区域间的路由信息传

递到本区域。为保证到本自治系统的其他区域的路由依旧可达，该区域的 ABR 将生成一条缺省路

由 Type-3 LSA，发布给本区域中的其他非 ABR 路由器。 

如 图 1-4 所示，运行OSPF协议的自治系统包括 3 个区域：区域 0、区域 1 和区域 2，另外两个自

治系统运行RIP协议。区域 1 被定义为NSSA区域，区域 1 接收的RIP路由传播到NSSA ASBR后，

由NSSA ASBR产生Type-7 LSA在区域 1 内传播，当Type-7 LSA到达NSSA ABR后，转换成Type-5 
LSA传播到区域 0 和区域 2。 

另一方面，运行 RIP 的自治系统的 RIP 路由通过区域 2 的 ASBR 产生 Type-5 LSA 在 OSPF 自治系

统中传播。但由于区域 1 是 NSSA 区域，所以 Type-5 LSA 不会到达区域 1。 

图1-4 NSSA 区域 

 

 

1.1.5  路由器类型 

OSPF 路由器根据在 AS 中的不同位置，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 区域内路由器（Internal Router） 

该类路由器的所有接口都属于同一个 OSPF 区域。 

2. 区域边界路由器ABR 

该类路由器可以同时属于两个以上的区域，但其中一个必须是骨干区域。ABR 用来连接骨干区域和

非骨干区域，它与骨干区域之间既可以是物理连接，也可以是逻辑上的连接。 

3. 骨干路由器（Backbone Router） 

该类路由器至少有一个接口属于骨干区域。因此，所有的 ABR 和位于 Area0 的内部路由器都是骨

干路由器。 

4. 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ASBR 

与其他 AS 交换路由信息的路由器称为 ASBR。ASBR 并不一定位于 AS 的边界，它有可能是区域

内路由器，也有可能是 ABR。只要一台 OSPF 路由器引入了外部路由的信息，它就成为 AS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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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OSPF 路由器的类型 

 
 

1.1.6  路由类型 

OSPF 将路由分为四类，按照优先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 

• 区域内路由（Intra Area） 

• 区域间路由（Inter Area） 

• 第一类外部路由（Type1 External）：这类路由的可信程度较高，并且和 OSPF 自身路由的开

销具有可比性，所以到第一类外部路由的开销等于本路由器到相应的 ASBR 的开销与 ASBR
到该路由目的地址的开销之和。 

• 第二类外部路由（Type2 External）：这类路由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 OSPF 协议认为从 ASBR
到自治系统之外的开销远远大于在自治系统之内到达 ASBR 的开销。所以计算路由开销时将

主要考虑前者，即到第二类外部路由的开销等于 ASBR 到该路由目的地址的开销。如果计算

出开销值相等的两条路由，再考虑本路由器到相应的 ASBR 的开销。 

区域内和区域间路由描述的是 AS 内部的网络结构，外部路由则描述了应该如何选择到 AS 以外目

的地址的路由。 

1.1.7  路由器ID 

路由器 ID——即 Router ID，用来在一个自治系统中唯一地标识一台路由器，一台路由器如果要运

行 OSPF 协议，则必须存在 Router ID。Router ID 的获取方式有以下两种： 

1. 手工指定Router ID 

用户可以在创建 OSPF 进程的时候指定 Router ID，配置时，必须保证自治系统中任意两台路由器

的 ID 都不相同。通常的做法是将路由器的 ID 配置为与该路由器某个接口的 IP 地址一致。 

Area 1

Area 2
Area 3

Area 4

Backbone router

ASBR
IS-IS

RIP

Internal router

ABR

Are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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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全局Router ID 

如果在创建 OSPF 进程的时候没有指定 Router ID，则缺省使用全局 Router ID。建议用户在创建

OSPF 进程的时候手工指定 Router ID，或者选择自动获取 Router ID。 

1.1.8  OSPF路由的计算过程 

同一个区域内，OSPF 路由的计算过程可简单描述如下： 

• 每台 OSPF 路由器根据自己周围的网络拓扑结构生成 LSA，并通过更新报文将 LSA 发送给网

络中的其它 OSPF 路由器。 

• 每台 OSPF 路由器都会收集其它路由器通告的 LSA，所有的 LSA 放在一起便组成了 LSDB。
LSA 是对路由器周围网络拓扑结构的描述，LSDB 则是对整个自治系统的网络拓扑结构的描述。 

• OSPF 路由器将 LSDB 转换成一张带权的有向图，这张图便是对整个网络拓扑结构的真实反

映。各个路由器得到的有向图是完全相同的。 

• 每台路由器根据有向图，使用 SPF 算法计算出一棵以自己为根的 短路径树，这棵树给出了

到自治系统中各节点的路由。 

1.1.9  OSPF的网络类型 

OSPF 根据链路层协议类型将网络分为下列四种类型： 

• 广播（Broadcast）类型：当链路层协议是 Ethernet、FDDI 时，缺省情况下，OSPF 认为网

络类型是 Broadcast。在该类型的网络中，通常以组播形式（OSPF 路由器的预留 IP 组播地

址是 224.0.0.5；OSPF DR/BDR 的预留 IP 组播地址是 224.0.0.6）发送 Hello 报文、LSU 报

文和 LSAck 报文；以单播形式发送 DD 报文和 LSR 报文。 

• NBMA（Non-Broadcast Multi-Access，非广播多路访问）类型：当链路层协议是帧中继、ATM
或 X.25 时，缺省情况下，OSPF 认为网络类型是 NBMA。在该类型的网络中，以单播形式发

送协议报文。 

• P2MP（Point-to-MultiPoint，点到多点）类型：没有一种链路层协议会被缺省的认为是 P2MP
类型。P2MP 必须是由其他的网络类型强制更改的，常用做法是将 NBMA 网络改为 P2MP 网

络。在该类型的网络中，缺省情况下，以组播形式（224.0.0.5）发送协议报文。可以根据用

户需要，以单播形式发送协议报文。 

• P2P（Point-to-Point，点到点）类型：当链路层协议是 PPP、HDLC 时，缺省情况下，OSPF
认为网络类型是 P2P。在该类型的网络中，以组播形式（224.0.0.5）发送协议报文。 

NBMA 与 P2MP 网络之间的区别如下： 

• NBMA 网络是全连通的；P2MP 网络并不需要一定是全连通的。 

• NBMA 网络中需要选举 DR 与 BDR；P2MP 网络中没有 DR 与 BDR。 

• NBMA 网络采用单播发送报文，需要手工配置邻居；P2MP 网络采用组播方式发送报文，通

过配置也可以采用单播发送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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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DR/BDR 

1. DR/BDR简介 

在广播网和 NBMA 网络中，任意两台路由器之间都要交换路由信息。如果网络中有 n 台路由器，则

需要建立 n（n-1）/2 个邻接关系。这使得任何一台路由器的路由变化都会导致多次传递，浪费了带

宽资源。为解决这一问题，OSPF 提出了 DR 的概念，所有路由器只将信息发送给 DR，由 DR 将

网络链路状态发送出去。 

另外，OSPF 提出了 BDR 的概念。BDR 是对 DR 的一个备份，在选举 DR 的同时也选举 BDR，BDR
也和本网段内的所有路由器建立邻接关系并交换路由信息。当 DR 失效后，BDR 会立即成为新的

DR。 

OSPF 网络中，既不是 DR 也不是 BDR 的路由器为 DR Other。DR Other 仅与 DR 和 BDR 建立邻

接关系，DR Other 之间不交换任何路由信息。这样就减少了广播网和 NBMA 网络上各路由器之间

邻接关系的数量，同时减少网络流量，节约了带宽资源。 

如 图 1-6 所示，进行DR/BDR选举后，5 台路由器之间只需要建立 7 个邻接关系就可以了。 

图1-6 DR 和 BDR 示意图 

 

 

 

在 OSPF 中，邻居（Neighbor）和邻接（Adjacenc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路由器启动后，会通过

接口向外发送 Hello 报文，收到 Hello 报文的路由器会检查报文中所定义的参数，如果双方一致就

会形成邻居关系。只有当双方成功交换 DD 报文，交换 LSA 并达到 LSDB 同步之后，才形成邻接关

系。 

 

2. DR/BDR选举过程 

DR/BDR是由同一网段中所有的路由器根据路由器优先级和Router ID通过Hello报文选举出来的，

只有优先级大于 0 的路由器才具有选举资格。 

进行 DR/BDR 选举时每台路由器将自己选出的 DR 写入 Hello 报文中，发给网段上每台运行 OSPF
协议的路由器。当处于同一网段的两台路由器同时宣布自己是 DR 时，路由器优先级高者胜出。如

果优先级相等，则 Router ID 大者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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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 

• 只有在广播或 NBMA 网络中才会选举 DR；在 P2P 或 P2MP 网络中不需要选举 DR。 

• DR 是某个网段中的概念，是针对路由器的接口而言的。某台路由器在一个接口上可能是 DR，

在另一个接口上有可能是 BDR，或者是 DR Other。 

• DR/BDR 选举完毕后，即使网络中加入一台具有更高优先级的路由器，也不会重新进行选举，

替换该网段中已经存在的 DR/BDR 成为新的 DR/BDR。DR 并不一定就是路由器优先级 高

的路由器接口；同理，BDR 也并不一定就是路由器优先级次高的路由器接口。 

1.1.11  协议规范 

与 OSPF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1245：OSPF protocol analysis 

• RFC 1246：Experience with the OSPF protocol 

• RFC 1370：Applicability Statement for OSPF 

• RFC 1765：OSPF Database Overflow 

• RFC 1793：Extending OSPF to Support Demand Circuits 

• RFC 2154：OSPF with Digital Signatures 

• RFC 2328：OSPF Version 2 

• RFC 3101：OSPF Not-So-Stubby Area (NSSA) Option 

• RFC 3166：Request to Move RFC 1403 to Historic Status 

• RFC 3509：Alternative Implementations of OSPF Area Border Routers 

• RFC 4167：Graceful OSPF Restart Implementation Report 

• RFC 4750：OSPF Version 2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 RFC 4811：OSPF Out-of-Band LSDB Resynchronization 

• RFC 4812：OSPF Restart Signaling 

• RFC 5088：OSPF Protocol Extensions for Path Computation Element (PCE) Discovery 

• RFC 5250：The OSPF Opaque LSA Option 

• RFC 5613：OSPF Link-Local Signaling 

• RFC 5642：Dynamic Hostname Exchange Mechanism for OSPF 

• RFC 5709：OSPFv2 HMAC-SHA Cryptographic Authentication 

• RFC 5786：Advertising a Router's Local Addresses in OSPF Traffic Engineering (TE) 
Extensions 

• RFC 6571：Loop-Free Alternate (LFA) Applicability in Service Provider (SP) Networks 

• RFC 6860：Hiding Transit-Only Networks in OSPF 

• RFC 6987：OSPF Stub Router Adverti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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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SPF配置限制和指导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路由器，都必须先使能 OSPF，否则 OSPF 协议将无法正常运行。在进行各项配

置的时候应该先做好网络规划，错误的配置可能会导致相邻路由器之间无法相互传递信息，甚至导

致路由信息的阻塞或者产生路由环路。 

1.3  OSPF配置任务简介 

OSPF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OSPF基本功能 

 启动OSPF进程 

 配置OSPF区域 

 使能OSPF功能 

(2) （可选）配置OSPF特殊区域 

 配置Stub区域 

 配置NSSA区域 

 配置虚连接 

(3) （可选）配置OSPF的网络类型 

 配置OSPF接口网络类型为广播 

 配置OSPF接口网络类型为NBMA 

 配置OSPF接口网络类型为P2MP 

 配置OSPF接口网络类型为P2P 

(4) （可选）配置OSPF的路由信息控制 

 配置OSPF区域间路由聚合 

 配置对引入的外部路由信息进行路由聚合 

 配置OSPF对通过接收到的LSA计算出来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配置过滤Type-3 LSA 

 配置OSPF接口的开销值 

 配置OSPF协议的优先级 

 配置NULL0 路由 

 配置OSPF引入外部路由 

 配置OSPF引入缺省路由 

 配置发布一条主机路由 

(5) （可选）配置OSPF定时器 

 配置OSPF报文定时器 

 配置接口传送LSA的延迟时间 

 配置OSPF路由计算的时间间隔 

 配置LSA重复到达的 小时间间隔 

 配置LSA重新生成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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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OSPF尝试退出overflow状态的定时器时间间隔 

(6) （可选）配置OSPF报文相关功能 

 禁止接口收发OSPF报文 

 配置DD报文中的MTU 

 配置OSPF发送协议报文的DSCP优先级 

 配置接口发送OSPF报文的 大长度 

 配置发送LSU报文的速率 

(7) （可选）控制LSA的生成、发布与接收 

 配置LSDB中External LSA的 大数量 

 过滤接口出方向的LSA 

 过滤发送给指定邻居的LSA 

(8) （可选）加快OSPF路由收敛速度 

 配置ISPF 

 配置前缀抑制 

 配置OSPF的前缀按优先权收敛功能 

 配置PIC 

(9) （可选）配置OSPF高级功能 

 配置Stub路由器 

 配置兼容RFC 1583 的外部路由选择规则 

(10) （可选）提高 OSPF 网络的可靠性 

 配置OSPF GR 

 配置OSPF NSR 

 配置OSPF与BFD联动 

 配置OSPF快速重路由 

(11) （可选）配置 OSPF 安全功能 

 配置OSPF验证 

 配置OSPF GTSM功能 

(12) （可选）配置OSPF日志和告警功能 

 配置邻居状态变化的输出开关 

 配置OSPF的日志功能 

 配置OSPF网管功能 

1.4  配置OSPF基本功能 

1.4.1  启动OSPF进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全局 Router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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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 id router-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全局 Router ID。 

未配置全局路由器 ID 时，按照下面的规则进行选择： 

 如果存在配置 IP 地址的 Loopback 接口，则选择 Loopback 接口地址中 大的作为 Router 
ID。 

 如果没有配置 IP地址的Loopback接口，则从其他接口的 IP地址中选择 大的作为Router 
ID（不考虑接口的 up/down 状态）。 

(3)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缺省情况下，系统没有运行 OSPF。 

(4) （可选）配置 OSPF 进程描述。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进程描述。 

建议用户为每个 OSPF 进程配置进程描述信息，帮助识别进程的用途，以便于记忆和管理。 

1.4.2  配置OSPF区域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全局 Router ID。 
router id router-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全局 Router ID。 

(3)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缺省情况下，系统没有运行 OSPF。 

(4) （可选）配置 OSPF 进程描述。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进程描述。 

建议用户为每个 OSPF 进程配置进程描述信息，帮助识别进程的用途，以便于记忆和管理。 

(5) 创建 OSPF 区域，并进入 OSPF 区域。 
area area-id 

(6) （可选）配置区域描述。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区域描述。 

建议用户为每个区域配置区域描述信息，帮助识别区域的用途，以便于记忆和管理。 

(7) （可选）配置允许将区域下的接口从标准拓扑中分离。 
capability default-exclusion 

缺省情况下，OSPF 区域下的接口自动加入标准拓扑 base。 

需要在本设备和邻居设备上同时配置本命令，否则会影响邻居关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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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使能OSPF功能 

1. 功能简介 

要在路由器上使能 OSPF 功能，必须先创建 OSPF 进程、指定该进程关联的区域以及区域包括的网

段；对于当前路由器来说，如果某个路由器的接口 IP 地址落在某个区域的网段内，则该接口属于这

个区域并使能了 OSPF 功能，OSPF 将把这个接口的直连路由宣告出去。 

OSPF 支持多进程，即可以在一台路由器上通过为不同的 OSPF 进程指定不同的进程号来启动多个

OSPF 进程。OSPF 进程号是本地概念，不影响与其它路由器之间的报文交换。因此，不同的路由

器之间，即使进程号不同也可以进行报文交换。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可以在指定接口上使能 OSPF，或者在指定网段上使能 OSPF。在指定接口上使能 OSPF 的优先级

高于在指定网段上使能 OSPF。 

在接口上使能 OSPF 时，如果不存在进程和区域，则创建对应的进程和区域；在接口上关闭 OSPF
时，不删除已经创建的进程和区域。 

3. 在指定网段上使能OSPF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区域所包含的网段并在指定网段的接口上使能 OSPF。 
network ip-address wildcard-mask 

缺省情况下，接口不属于任何区域且 OSPF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一个网段只能属于一个区域。 

4. 在指定接口上使能OSPF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使能 OSPF。 
ospf process-id area area-id [ exclude-subip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接口使能 OSPF。 

1.5  配置OSPF特殊区域 

1.5.1  功能简介 

网络管理员对整个网络划分区域完毕后，可以根据组网需要进一步将区域配置成 Stub 区域或 NSSA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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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骨干区域不能与骨干区域保持连通，或者骨干区域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法保持连通时，可

以通过配置 OSPF 虚连接予以解决。 

1.5.2  配置Stub区域 

1. 功能简介 

对于位于 AS 边缘的一些非骨干区域，我们可以在该区域的所有路由器上配置 stub 命令，把该区

域配置为 Stub 区域。这样，描述自治系统外部路由的 Type-5 LSA 不会在 Stub 区域里泛洪，减小

了路由表的规模。ABR 生成一条缺省路由，所有到达自治系统外部的报文都交给 ABR 进行转发。 

如果想进一步减少 Stub 区域路由表规模以及路由信息传递的数量，那么在 ABR 上配置 stub 命令

时指定 no-summary 参数，可以将该区域配置为 Totally Stub 区域。这样，自治系统外部路由和区

域间的路由信息都不会传递到本区域，所有目的地是自治系统外和区域外的报文都交给 ABR 进行

转发。 

Stub 区域和 Totally Stub 区域内不能存在 ASBR，即自治系统外部的路由不能在本区域内传播。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骨干区域不能配置成 Stub 区域或 Totally Stub 区域。 

如果要将一个区域配置成 Stub 区域，则该区域中的所有路由器必须都要配置 stub 命令。 

如果要将一个区域配置成 Totally Stub 区域，该区域中的所有路由器必须配置 stub 命令，该区域

的 ABR 路由器需要配置 stub no-summary 命令。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当前区域为 Stub 区域。 
stub [ default-route-advertise-always | no-summary ] * 

缺省情况下，没有区域被设置为 Stub 区域。 

(5) （可选）配置 ABR 发送到 Stub 区域缺省路由的开销。 
default-cost cost-value 

缺省情况下，ABR 发送到 Stub 区域缺省路由的开销为 1。 

本命令只有在 Stub 区域和 Totally Stub 区域的 ABR 上配置才能生效。 

1.5.3  配置NSSA区域 

1. 功能简介 

Stub 区域不能引入外部路由，为了在允许将自治系统外部路由通告到 OSPF 路由域内部的同时，

保持其余部分的 Stub 区域的特征，网络管理员可以将区域配置为 NSSA 区域。NSSA 区域也是位

于 AS 边缘的非骨干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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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ssa 命令时指定 no-summary 参数可以将该区域配置为 Totally NSSA 区域，该区域的 ABR
不会将区域间的路由信息传递到本区域。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骨干区域不能配置成 NSSA 区域或 Totally NSSA 区域。 

如果要将一个区域配置成 NSSA 区域，则该区域中的所有路由器必须都要配置 nssa 命令。 

如果要将一个区域配置成 Totally NSSA 区域，该区域中的所有路由器必须配置 nssa 命令，该区域

的 ABR 路由器需要配置 nssa no-summary 命令。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当前区域为 NSSA 区域。 
nssa [ default-route-advertise [ cost cost-value | nssa-only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type type ] * | no-import-route | 
no-summary | suppress-fa | [ [ [ translate-always ] 
[ translate-ignore-checking-backbone ] ] | translate-never ] | 
translator-stability-interval value ] * 

缺省情况下，没有区域被设置为 NSSA 区域。 

(5) （可选）配置发送到 NSSA 区域缺省路由的开销。 
default-cost cost-value 

缺省情况下，发送到 NSSA 区域的缺省路由的开销为 1。 

本命令只有在 NSSA 区域和 Totally NSSA 区域的 ABR/ASBR 上配置才能生效。 

1.5.4  配置虚连接 

1. 功能简介 

在划分区域之后，非骨干区域之间的 OSPF 路由更新是通过骨干区域来完成交换的。对此，OSPF
要求所有非骨干区域必须与骨干区域保持连通，并且骨干区域自身也要保持连通。 

但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法满足这个要求。这时可以通过在 ABR 上配

置 OSPF 虚连接予以解决。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虚连接不能穿过 Stub 区域和 Totally Stub 区域；虚连接不能穿过 NSSA 区域和 Totally NSSA 区域。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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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创建并配置虚连接。 
vlink-peer router-id [ dead seconds | hello seconds | { { hmac-md5 | md5 } 
key-id { cipher | plain } string | simple { cipher | plain } string } | 
retransmit seconds | trans-delay seconds ] * 

为使虚连接生效，在虚连接的两端都需配置此命令，并且两端配置的 hello、dead 参数必

须一致。 

1.6  配置OSPF的网络类型 

1.6.1  配置限制和指导 

OSPF 的网络类型有四种：广播、NBMA、P2MP 和 P2P。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更改接口的网络类型，

例如： 

• 当广播网络中有部分路由器不支持组播时，可以将网络类型更改为 NBMA。 

• 如果一网段内只有两台路由器运行 OSPF 协议，也可将接口类型配置为 P2P，节省网络开销。 

如果接口配置为广播、NBMA 或者 P2MP 网络类型，只有双方接口在同一网段才能建立邻居关系。 

1.6.2  配置OSPF接口网络类型为广播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OSPF 接口网络类型为广播。 
ospf network-type broadcast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网络类型为广播类型。 

(4) （可选）配置 OSPF 接口的路由器优先级。 
ospf dr-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路由器优先级为 1。 

1.6.3  配置OSPF接口网络类型为NBMA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把接口类型配置为 NBMA 后，由于无法通过广播 Hello 报文的形式动态发现相邻路由器，必须手工

为接口指定相邻接口的 IP 地址、该相邻接口是否有选举权等（dr-priority 参数的值仅表示路由

器是否具有 DR 选举权，为 0 表示不具有 DR 选举权，大于 0 时表示具有 DR 选举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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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OSPF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 NBMA。 
ospf network-type nbma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网络类型为广播类型。 

(4) （可选）配置 OSPF 接口的路由器优先级。 
ospf dr-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路由器优先级为 1。 

本命令设置的优先级用于实际的 DR 选举。 

(5)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6)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7) 配置 NBMA 网络的邻居。 
peer ip-address [ dr-priority priority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邻居。 

如果在配置邻居时将优先级指定为 0，则本地路由器认为该邻居不具备选举权，不向该邻居

发送 Hello 报文。本地路由器是 DR 或 BDR 的情况除外。 

1.6.4  配置OSPF接口网络类型为P2MP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OSPF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 P2MP。 
ospf network-type p2mp [ unicast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网络类型为广播类型。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6) 配置 P2MP 单播网络的邻居。 
peer ip-address [ cost cost-valu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邻居。 

如果接口类型为 P2MP 单播，必须配置本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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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配置OSPF接口网络类型为P2P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OSPF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 P2P。 
ospf network-type p2p [ peer-address-check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网络类型为广播类型。 

1.7  配置OSPF的路由信息控制 

通过本节的配置，可以控制 OSPF 的路由信息的发布与接收，并引入路由信息。 

1.7.1  配置OSPF区域间路由聚合 

1. 功能简介 

OSPF 区域间路由聚合是指 ABR 将具有相同前缀的路由信息聚合，只发布一条路由到其它区域。 

AS 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后，每一个区域通过 OSPF 区域边界路由器（ABR）相连，区域间可以通

过路由聚合来减少路由信息，减小路由表的规模，提高路由器的运算速度。 

ABR 在计算出一个区域的区域内路由之后，根据聚合相关设置，将其中多条 OSPF 路由聚合成一

条发送到区域之外。例如，某个区域内有三条区域内路由 19.1.1.0/24，19.1.2.0/24，19.1.3.0/24，
如果在 ABR 上配置了路由聚合，将三条路由聚合成一条 19.1.0.0/16，则 ABR 就只生成一条聚合后

的 Type-3 LSA，并发布给其它区域的路由器，这样既可以减少其它区域中 LSDB 的规模，也减小

了因为网络拓扑变化带来的影响。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 ABR 路由聚合。 
abr-summary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advertise | not-advertise ] 
[ cost cost-value ] 

缺省情况下，ABR 不对路由进行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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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配置对引入的外部路由信息进行路由聚合 

1. 功能简介 

ASBR 引入外部路由后，每一条路由都会放在单独的一条 Type-5 LSA 中向外宣告；通过配置路由

聚合，路由器只把聚合后的路由放在 Type-5 LSA 中向外宣告，减少了 LSDB 中 LSA 的数量。 

在 ASBR 上配置路由聚合后，将对聚合地址范围内的 Type-5 LSA 进行聚合；如果 ASBR 在 NSSA
区域里面，将对聚合地址范围内的 Type-7 LSA 进行聚合。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本地路由器同时是 ASBR 和 ABR，并且是 NSSA 区域的转换路由器，将对由 Type-7 LSA 转化

成的 Type-5 LSA 进行聚合处理；如果不是 NSSA 区域的转换路由器，则不进行聚合处理。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ASBR 路由聚合。 
asbr-summary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cost cost-value | 
not-advertise | nssa-only | tag tag ] * 

缺省情况下，ASBR 不对路由进行聚合。 

1.7.3  配置OSPF对通过接收到的LSA计算出来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1. 功能简介 

OSPF 是基于链路状态的动态路由协议，路由信息是根据接收到的 LSA 计算出来的，可以对通过接

收到的 LSA 计算出来的 OSPF 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一共有四种过滤方式： 

• 基于要加入到路由表的路由信息的目的地址进行过滤，可以通过配置访问控制列表或 IP 地址

前缀列表来指定过滤条件； 

• 基于要加入到路由表的路由信息的下一跳进行过滤，可以通过在命令中配置 gateway 参数来

指定过滤条件； 

• 基于要加入到路由表的路由信息的目的地址和下一跳进行过滤，可以通过配置访问控制列表

或 IP 地址前缀列表指定过滤目的地址的条件，同时配置 gateway 参数来指定过滤下一跳的

条件； 

• 基于路由策略对要加入到路由表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可以通过在命令中配置

route-policy 参数来指定过滤条件。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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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OSPF 对通过接收到的 LSA 计算出来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ipv4-acl-number [ gateway prefix-list-name ] | gateway 
prefix-list-name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gateway 
prefix-list-name ]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import 

缺省情况下，OSPF 不对通过接收到的 LSA 计算出来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1.7.4  配置过滤Type-3 LSA 

1. 功能简介 

通过在 ABR 上配置 Type-3 LSA 过滤，可以对进入 ABR 所在区域或 ABR 向其它区域发布的 Type-3 
LSA 进行过滤。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对 Type-3 LSA 进行过滤。 
filter { ipv4-acl-number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 export | import } 

缺省情况下，不对 Type-3 LSA 进行过滤。 

1.7.5  配置OSPF接口的开销值 

1. 功能简介 

OSPF 有两种方式来配置接口的开销值： 

• 在接口视图下直接配置开销值； 

• 配置接口的带宽参考值，OSPF 根据带宽参考值自动计算接口的开销值，计算公式为：接口开

销＝带宽参考值÷接口期望带宽（接口期望带宽通过命令 bandwidth 进行配置，具体情况请

参见接口分册命令参考中的介绍）。当计算出来的开销值大于65535时，开销取 大值65535；
当计算出来的开销值小于 1 时，开销取 小值 1。 

2. 配置接口的开销值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设置 OSPF 接口的开销值。 
ospf cost cost-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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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接口按照当前的带宽自动计算接口运行OSPF协议所需的开销。对于Loopback
接口，缺省值为 0。 

3. 配置带宽参考值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带宽参考值。 
bandwidth-reference value 

缺省情况下，带宽参考值为 100Mbps。 

1.7.6  配置OSPF协议的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由于路由器上可能同时运行多个动态路由协议，就存在各个路由协议之间路由信息共享和选择的问

题。系统为每一种路由协议设置一个优先级，在不同协议发现同一条路由时，优先级高的路由将被

优先选择。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OSPF 协议的路由优先级。 
preference [ ase ] { preferenc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对自治系统内部路由的优先级为 10，对自治系统外部路由的优先级

为 150。 

1.7.7  配置NULL0 路由 

1. 功能简介 

本命令用来配置是否产生 NULL0 路由以及产生 NULL0 路由的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NULL0 路由以及 NULL0 路由的优先级。 
discard-route { external { preference | suppression } | internal 
{ preference | suppressio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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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产生引入聚合 NULL0路由和区域间聚合 NULL0路由，且 NULL0路由优先级为

255。 

1.7.8  配置OSPF引入外部路由 

1. 功能简介 

如果在路由器上不仅运行 OSPF，还运行着其它路由协议，可以配置 OSPF 引入其它协议生成的路

由，将这些路由信息通过 Type5 LSA 或 Type7 LSA 向外宣告。 

OSPF 还可以对引入的路由进行过滤，只将满足过滤条件的外部路由转换为 Type5 LSA 或 Type7 
LSA 发布出去。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能引入路由表中状态为 active 的路由，是否为 active 状态可以通过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protocol 命令来查看。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OSPF 引入外部路由。 
import-route { direct | static } [ cost cost-value | nssa-only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tag tag | type type ] * 

import-route { ospf | rip } [ process-id | all-processes ] [ allow-direct | 
cost cost-value | nssa-only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tag tag | 
type type ] * 

缺省情况下，不引入外部路由。 

(4) （可选）配置对引入的路由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ipv4-acl-number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export 
[ protocol [ process-id ] ] 

缺省情况下，不对引入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5) 配置路由引入时的参数缺省值（开销、标记、类型）。 
default { cost cost-value | tag tag | type type } * 

缺省情况下，OSPF 引入的路由的度量值为 1，引入的路由的标记为 1，引入的路由类型为

2。 

1.7.9  配置OSPF引入缺省路由 

1. 功能简介 

OSPF 不能通过 import-route 命令从其它协议引入缺省路由，如果想把缺省路由引入到 OSPF
路由区域，必须执行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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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OSPF 引入缺省路由。 
default-route-advertise [ [always | permit-calculate-other ] | cost 
cost-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type type ] * 

缺省情况下，不引入缺省路由。 

(4) 配置路由引入时的参数缺省值（开销、标记、类型）。 
default { cost cost-value | tag tag | type type } * 

缺省情况下，OSPF 引入的路由的度量值为 1，引入的路由的标记为 1，引入的路由类型为

2。 

1.7.10  配置发布一条主机路由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并发布一条主机路由。 
host-advertise ip-address cost 

缺省情况下，OSPF 不发布所包含网段之外的主机路由。 

1.8  配置OSPF定时器 

1.8.1  功能简介 

通过改变 OSPF 的报文定时器，可以调整 OSPF 网络的收敛速度以及协议报文带来的网络负荷。在

一些低速链路上，需要考虑接口传送 LSA 的延迟时间。 

1.8.2  配置OSPF报文定时器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在接口上配置下列 OSPF 报文定时器： 

• Hello 定时器：接口向邻居发送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OSPF 邻居之间的 Hello 定时器的值要

保持一致。 

• Poll 定时器：在 NBMA 网络中，路由器向状态为 down 的邻居路由器发送轮询 Hello 报文的时

间间隔。 



 

1-24 

• 邻居失效时间：在邻居失效时间内，如果接口还没有收到邻居发送的 Hello 报文，路由器就会

宣告该邻居无效。 

• 接口重传 LSA 的时间间隔：路由器向它的邻居通告一条 LSA 后，需要对方进行确认。若在重

传间隔时间内没有收到对方的确认报文，就会向邻居重传这条 LSA。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Hello 报文中包含 Hello 定时器和邻居失效时间，对于不同的网络类型，Hello 定时器和邻居失效时

间的缺省值不同。修改网络类型时，Hello 定时器和邻居失效时间将恢复为对应网络类型下的缺省

值。请确保邻居路由器两端的 Hello 定时器和邻居失效时间的值保持一致，否则将影响 OSPF 邻居

关系的建立。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Hello 定时器。 
ospf timer hello seconds 

缺省情况下，P2P、Broadcast 类型接口发送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10 秒，P2MP、NBMA
类型接口发送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30 秒。 

(4) 配置 Poll 定时器。 
ospf timer poll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发送轮询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120 秒。 

轮询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至少应为 Hello 时间间隔的 4 倍。 

(5) 配置邻居失效时间。 
ospf timer dead seconds 

缺省情况下，P2P、Broadcast 类型接口的 OSPF 邻居失效时间为 40 秒，P2MP、NBMA 类

型接口的 OSPF 邻居失效时间为 120 秒。 

邻居失效时间应至少为 Hello 时间间隔的 4 倍。 

(6) 配置接口重传 LSA 的时间间隔。 
ospf timer retransmit seconds 

缺省情况下，时间间隔为 5 秒。 

相邻路由器重传 LSA 时间间隔的值不要设置得太小，否则将会引起不必要的重传。通常应该

大于一个报文在两台路由器之间传送一个来回的时间。 

1.8.3  配置接口传送LSA的延迟时间 

1. 功能简介 

考虑到 OSPF 报文在链路上传送时也需要花费时间，所以 LSA 的老化时间（age）在传送之前要增

加一定的延迟时间，在低速链路上需要对该项配置进行重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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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传送 LSA 的延迟时间。 
ospf trans-delay seconds 

缺省情况下，接口传送 LSA 的延迟时间为 1 秒。 

1.8.4  配置OSPF路由计算的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当 OSPF 的 LSDB 发生改变时，需要重新计算 短路径。如果网络频繁变化，且每次变化都立即计

算 短路径，将会占用大量系统资源，并影响路由器的效率。通过调节路由计算的时间间隔，可以

抑制由于网络频繁变化带来的影响。 

本命令在网络变化不频繁的情况下将连续路由计算的时间间隔缩小到 minimum-interval，而在

网络变化频繁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相应惩罚，增加 incremental-interval×2n-2（n 为连续触发

路由计算的次数），将等待时间按照配置的惩罚增量延长， 大不超过 maximum-interva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OSPF 路由计算的时间间隔。 
spf-schedule-interval maximum-interval [ minimum-interval 
[ incremental-interval ] ] 

缺省情况下，OSPF 路由计算的 大时间间隔为 5 秒， 小时间间隔为 50 毫秒，时间间隔惩

罚增量为 200 毫秒。 

1.8.5  配置LSA重复到达的最小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如果在重复到达的 小时间间隔内连续收到一条 LSA 类型、LS ID、生成路由器 ID 均相同的 LSA
则直接丢弃，这样就可以抑制网络频繁变化可能导致的占用过多带宽资源和路由器资源。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LSA 重复到达的 小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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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a-arrival-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OSPF LSA 重复到达的 小时间间隔为 1000 毫秒。 

1.8.6  配置LSA重新生成的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通过调节 LSA 重新生成的时间间隔，可以抑制网络频繁变化可能导致的占用过多带宽资源和路由器

资源。 

本命令在网络变化不频繁的情况下将 LSA 重新生成时间间隔缩小到 minimum-interval，而在网

络变化频繁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相应惩罚，增加 incremental-interval×2n-2（n 为连续触发路

由计算的次数），将等待时间按照配置的惩罚增量延长， 大不超过 maximum-interva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LSA 重新生成的时间间隔。 
lsa-generation-interval maximum-interval [ minimum-interval 
[ incremental-interval ] ] 

缺省情况下， 大时间间隔为 5 秒， 小时间间隔为 50 毫秒，惩罚增量为 200 毫秒。 

1.8.7  配置OSPF尝试退出overflow状态的定时器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网络中出现过多 LSA，会占用大量系统资源。当设置的 LSDB 中 External LSA 的 大数量达到上

限时，LSDB 会进入 overflow 状态，在 overflow 状态中，不再接收 External LSA，同时删除自己生

成的 External LSA，对于已经收到的 External LSA 则不会删除。这样就可以减少 LSA 从而节省系

统资源。 

通过配置可以调整 OSPF 退出 overflow 状态的时间。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OSPF 尝试退出 overflow 状态的定时器时间间隔。 
lsdb-overflow-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OSPF 尝试退出 overflow 定时器间隔是 300 秒，配置为 0 时，表示不退出

Overflow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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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配置OSPF报文相关功能 

1.9.1  禁止接口收发OSPF报文 

1. 功能简介 

如果要使 OSPF 路由信息不被某一网络中的路由器获得，可以禁止接口收发 OSPF 报文。 

将运行 OSPF 协议的接口指定为 Silent 状态后，该接口的直连路由仍可以由同一路由器的其它接口

通过Router-LSA发布出去，但OSPF报文将被阻塞，接口上无法建立邻居关系。这样可以增强OSPF
的组网适应能力，减少系统资源的消耗。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禁止接口收发 OSPF 报文。 
silent-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all } 

缺省情况下，允许接口收发 OSPF 报文。 

不同的进程可以对同一接口禁止收发 OSPF 报文，但本命令只对本进程已经使能的 OSPF 接

口起作用，对其它进程的接口不起作用。 

1.9.2  配置DD报文中的MTU 

1. 功能简介 

一般情况下，接口发送 DD 报文时不使用接口的实际 MTU 值，而是用 0 代替。进行此配置后，将

使用接口的实际 MTU 值填写 DD 报文 Interface MTU 字段。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DD 报文中 MTU 域的值为发送该报文接口的 MTU 值。 
ospf mtu-enable 

缺省情况下，接口发送的 DD 报文中 MTU 域的值为 0。 

1.9.3  配置OSPF发送协议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 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 OSPF
发送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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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OSPF 发送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OSPF 发送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值为 48。 

1.9.4  配置接口发送OSPF报文的最大长度 

1. 功能简介 

本功能用于需要对接口发送 OSPF 报文的大小进行限制的场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发送 OSPF 报文的 大长度。 
ospf packet-size 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发送 OSPF 报文的 大长度为本接口的 IP MTU 值。 

1.9.5  配置发送LSU报文的速率 

1. 功能简介 

在与邻居进行 LSDB 同步的过程中，需要发送大量的 LSU 报文时，邻居设备会在短时间内收到大

量的 LSU 报文，处理这些突发的大量 LSU 报文时，可能会出现如下情况： 

• 占用较多的系统资源，导致邻居设备设备性能下降。 

• 邻居设备可能会将维持邻居关系的 Hello 报文丢弃，导致邻居关系断开。重新建立邻居关系

的过程中，需要交互的 LSU 数量将会更大，从而加剧设备性能的下降。 

配置本功能后，路由器将 LSU 报文分为多个批次进行发送，对 OSPF 接口每次允许发送的 LSU 报

文的 大个数做出限制；同时，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所有运行 OSPF 的接口发送 LSU 的 大个

数不能超过限定值，即对整机发送 LSU 的速率进行限制，从而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OSPF 限制 LSU 发送速率功能。 

ospf lsu-flood-control [ interval count ] 

缺省情况下，OSPF 不对 LSU 的发送速率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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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OSPF 对 LSU 的发送速率时，如果配置不当可能会造成路由异常等情况，请谨慎配置。

通常情况下，建议使用缺省值。 

(3)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4) （可选）配置接口发送 LSU 报文的时间间隔和一次发送 LSU 报文的 大个数。 
transmit-pacing interval interval count count 

缺省情况下，OSPF接口发送LSU报文的时间间隔为20毫秒，一次 多发送3个LSU报文。 

用户可根据需要配置 OSPF 接口发送 LSU 报文的时间间隔以及接口一次发送 LSU 报文的

大个数。 

1.10  控制LSA的生成、发布与接收 

1.10.1  配置LSDB中External LSA的最大数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LSDB 中 External LSA 的 大数量。 
lsdb-overflow-limit number 

缺省情况下，不对 LSDB 中 External LSA 的 大条目数进行限制。 

1.10.2  过滤接口出方向的LSA 

1. 功能简介 

通过该功能，不希望让邻居接收到的 LSA 可在本端接口出方向上被过滤掉，从而减小邻居 LSDB
的规模，并节省带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过滤接口出方向的 LSA。 
ospf database-filter { all | { ase [ acl ipv4-acl-number ] | nssa [ acl 
ipv4-acl-number ] | summary [ acl ipv4-acl-number ] } * } 

缺省情况下，不对接口出方向的 LSA 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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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过滤发送给指定邻居的LSA 

1. 功能简介 

在 P2MP 网络中，一台路由器可以有多个接口的网络类型为 P2MP 的 OSPF 邻居。当两台路由器

之间存在多条 P2MP 链路时，不希望让某个指定邻居收到的 LSA，通过该功能可在本地被过滤掉。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过滤发送给接口的网络类型为 P2MP 的邻居的 LSA。 
database-filter peer ip-address { all | { ase [ acl ipv4-acl-number ] | 
nssa [ acl ipv4-acl-number ] | summary [ acl ipv4-acl-number ] } * } 

缺省情况下，不对发送给接口的网络类型为 P2MP 的邻居的 LSA 进行过滤。 

1.11  加快OSPF路由收敛速度 

1.11.1  配置ISPF 

1. 功能简介 

ISPF（Incremental Shortest Path First，增量 短路径优先）是对 OSPF 中 短路径树的增量计算，

当网络的拓扑结构发生变化，即影响到 短路径树的结构时，只对受影响的部分节点进行重新计算

拓扑结构，只对 短路径树中受影响的部分进行修正，而不需要重建整棵 短路径树。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开启增量 SPF 计算功能。 
ispf enable 

缺省情况下，增量 SPF 计算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1.11.2  配置前缀抑制 

1. 功能简介 

OSPF 使能网段时会将接口上匹配该网段的所有网段路由与主机路由都通过 LSA 发布，但有些时候

主机路由或网段路由是不希望被发布的。通过前缀抑制配置，可以减少 LSA 中携带不需要的前缀，

即不发布某些网段路由和主机路由，从而提高网络安全性，加快路由收敛。 

当使能前缀抑制时，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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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P 或 P2MP 类型网络：Type-1 LSA 中不发布接口的主地址，即 Type-1 LSA 中链路类型为

3 的 Stub 链路被抑制，不生成接口路由，但其他路由信息可以正常计算，不会影响流量转发。 

• 广播类型或者 NBMA 网络：DR 发布的 Type-2 LSA 的掩码字段会填成 32 位，即不生成网段

路由，但其他路由信息可以正常计算，不会影响流量转发。另外，如果没有邻居，发布的 Type-1 
LSA 中也不发布接口的主地址，即 Type-1 LSA 中链路类型为 3 的 Stub 链路被抑制。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需要抑制前缀发布，建议整个 OSPF 网络都配置本命令。 

3. 配置全局前缀抑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前缀抑制功能。 
prefix-suppression 

缺省情况下，不抑制 OSPF 进程进行前缀发布。 

不能抑制从地址、LoopBack 接口以及处于抑制状态的接口对应的前缀。 

4. 配置接口前缀抑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的前缀抑制功能。 
ospf prefix-suppression [ disable ] 

缺省情况下，不抑制接口进行前缀发布。 

不能抑制从地址对应的前缀。 

1.11.3  配置OSPF的前缀按优先权收敛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过策略指定优先权，不同前缀按优先权顺序下发，由高到低分为 4 个优先权（Critical、High、
Medium 和 Low），如果一条路由符合多个收敛优先权的匹配规则，则这些收敛优先权中 高者当选

为路由的收敛优先权。 

OSPF 路由的 32 位主机路由为 Medium 优先权，其它为 Low 优先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1-32 

(3) 使能 OSPF 的前缀按优先权快速收敛功能。 
prefix-priority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OSPF 的前缀按优先权快速收敛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1.4  配置PIC 

1. 功能简介 

PIC（Prefix Independent Convergence，前缀无关收敛），即收敛时间与前缀数量无关，加快收敛

速度。传统的路由计算快速收敛都与前缀数量相关，收敛时间与前缀数量成正比。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PIC 和 OSPF 快速重路由功能同时配置时，OSPF 快速重路由功能生效。 

目前只支持区域间路由以及外部路由的 PIC 功能。 

3. 使能PIC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使能 PIC 功能。 
pic [ additional-path-always ] 

缺省情况下，前缀无关收敛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4. 配置PIC支持BFD检测功能（Ctrl方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使能 OSPF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Ctrl 方式）检测功能。 
ospf primary-path-detect bfd ctrl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Ctrl 方式）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配置本功能后，可以加快 OSPF协议的收敛速度。使用 control报文双向检测方式时，需要建

立 OSPF 邻居的两端设备均支持 BFD 配置。 

5. 配置PIC支持BFD检测功能（Echo方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bfd echo-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echo报文的源 IP地址用户可以任意指定。建议配置 echo报文的源 IP地址不属于该设备任何

一个接口所在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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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命令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可靠性命令参考”中的“BFD”。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使能 OSPF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Echo 方式）检测功能。 
ospf primary-path-detect bfd echo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Echo 方式）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配置本功能后，可以加快OSPF协议的收敛速度。使用echo报文单跳检测方式时，仅需要一

端设备支持 BFD 配置。 

1.12  配置OSPF高级功能 

1.12.1  配置Stub路由器 

1. 功能简介 

Stub 路由器用来控制流量，它告知其他 OSPF 路由器不要使用这个 Stub 路由器来转发数据，但可

以拥有一个到 Stub 路由器的路由。 

通过将当前路由器配置为 Stub 路由器，在该路由器发布的 Router-LSA 中，当链路类型取值为 3 表

示连接到 Stub 网络时，链路度量值不变；当链路类型为 1、2、4 分别表示通过 P2P 链路与另一路

由器相连、连接到传送网络、虚连接时，链路度量值将设置为 大值 65535。通过增加

include-stub 参数可以将路由器发布的 Router-LSA 中，链路类型为 3 的 Stub 链路度量值设置

为 大值 65535。这样其邻居计算出这条路由的开销就会很大，如果邻居上有到这个目的地址开销

更小的路由，则数据不会通过这个 Stub 路由器转发。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当前路由器为 Stub 路由器。 
stub-router [ external-lsa [ max-metric-value ] | include-stub | 
on-startup seconds | summary-lsa [ max-metric-value ] ] * 

缺省情况下，当前路由器没有被配置为 Stub 路由器。 

Stub 路由器与 Stub 区域无关。 

1.12.2  配置兼容RFC 1583 的外部路由选择规则 

1. 功能简介 

当有多条路径可以到达同一个外部路由时，在选择 优路由的问题上，RFC 2328 中定义的选路规

则与 RFC 1583 的有所不同，进行此配置可以兼容 RFC 1583 中定义的规则。 

具体的选路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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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 RFC 2328 兼容 RFC 1583 时，所有到达 ASBR 的路由优先级相同。当 RFC 2328 不兼容

RFC 1583 时，非骨干区的区域内路由优先级 高，区域间路由与骨干区区域内路由优先级

相同，优选非骨干区的区域内路由，尽量减少骨干区的负担； 

(2) 若存在多条优先级相同的路由时，按开销值优选，优选开销值小的路由； 

(3) 若存在多条开销值相同路由时，按路由来源区域的区域 ID 选择，优选区域 ID 大的路由。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避免路由环路，同一路由域内的路由器建议统一配置相同选择规则。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兼容 RFC 1583 的外部路由选择规则。 
rfc1583 compatible 

缺省情况下，兼容 RFC 1583 的路由选择优先规则的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13  配置OSPF GR 

1.13.1  功能简介 

GR（Graceful Restart，平滑重启）是一种通过备份 OSPF 配置信息，在协议重启或主备倒换时

OSPF 进行平滑重启，从邻居那里获得邻居关系，并对 LSDB 进行同步，从而保证转发业务不中断

的机制。 

GR 有两个角色： 

• GR Restarter：发生协议重启或主备倒换事件且具有 GR 能力的设备。 

• GR Helper：和 GR Restarter 具有邻居关系，协助完成 GR 流程的设备。 

目前有两种方式实现 OSPF GR 技术： 

• 一种是基于 IETF 标准，GR Restarter 通过向 GR Helper 发送一种称为 Grace LSA 的 9 类

Opaque LSA 来控制 GR 的交互过程。 

• 另外一种是非 IETF 标准，GR Restarter 与 GR Helper 之间是通过相互发送携带 LLS 与 OOB
扩展信息的 OSPF 报文来完成 GR 的交互过程。 

一台设备可以同时充当 GR Restarter 和 GR Helper。 

1.13.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充当 GR Restarter 后不能再配置 OSPF NSR 功能。 

1.13.3  配置GR Restarter 

1. 配置IETF标准GR Restarter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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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使能 Opaque LSA 发布接收能力。 
opaque-capability enable 

缺省情况下，OSPF 的 Opaque LSA 发布接收能力处于开启状态。 

(4) 使能 OSPF 协议的 IETF 标准 GR 能力。 
graceful-restart ietf [ global | planned-only ] *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的 IETF 标准 GR 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5) （可选）配置 OSPF 协议的 GR 重启间隔时间。 
graceful-restart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的 GR 重启间隔时间为 120 秒。 

2. 配置非IETF标准GR Restarter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使能 OSPF 本地链路信令能力。 
enable link-local-signaling 

缺省情况下，OSPF 本地链路信令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4) 使能 OSPF 带外同步能力。 
enable out-of-band-resynchronization 

缺省情况下，OSPF 带外同步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5) 使能 OSPF 协议的非 IETF 标准 GR 能力。 
graceful-restart [ nonstandard ] [ global | planned-only ] *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的非 IETF 标准 GR 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6) （可选）配置 OSPF 协议的 GR 重启间隔时间。 
graceful-restart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的 GR 重启间隔时间为 120 秒。 

1.13.4  配置GR Helper 

1. 配置IETF标准GR Helper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使能 Opaque LSA 发布接收能力。 
opaque-capability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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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OSPF 的 Opaque LSA 发布接收能力处于开启状态。 

(4) 使能 GR Helper 能力。 
graceful-restart helper enable [ planned-only ] 

缺省情况下，OSPF 的 GR Helper 能力处于开启状态。 

(5) （可选）配置 GR Helper 严格检查 LSA 能力。 
graceful-restart helper strict-lsa-checking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的 GR Helper 严格 LSA 检查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执行本配置后，当检查到 GR Helper 设备的 LSA 发生变化时，Helper 设备退出 GR Helper
模式。 

2. 配置非IETF标准GR Helper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使能 OSPF 本地链路信令能力。 
enable link-local-signaling 

缺省情况下，OSPF 本地链路信令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4) 使能 OSPF 带外同步能力。 
enable out-of-band-resynchronization 

缺省情况下，OSPF 带外同步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5) 使能 GR Helper 能力。 
graceful-restart help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OSPF 的 GR Helper 能力处于开启状态。 

(6) （可选）配置 GR Helper 严格检查 LSA 能力。 
graceful-restart helper strict-lsa-checking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的 GR Helper 严格 LSA 检查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执行本配置后，当检查到 GR Helper 设备的 LSA 发生变化时，Helper 设备退出 GR Helper
模式。 

1.13.5  以GR方式重启OSPF进程 

1. 功能简介 

设备进行主备倒换或者进行如下操作均可以以 GR 方式重启 OSPF 进程。 

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以 GR 方式重启 OSPF 进程。 
reset ospf [ process-id ] process graceful-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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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配置OSPF NSR 

1. 功能简介 

NSR（Nonstop Routing，不间断路由）通过将 OSPF 链路状态信息从主进程备份到备进程，使设

备在发生主备倒换时可以自行完成链路状态的恢复和路由的重新生成，邻接关系不会发生中断，从

而避免了主备倒换对转发业务的影响。 

GR 特性需要周边设备配合才能完成路由信息的恢复，在网络应用中有一定的限制。NSR 特性不需

要周边设备的配合，网络应用更加广泛。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配置了 GR NSR 功能后不能再充当 GR Restarter。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使能 OSPF NSR 功能。 
non-stop-routing 

缺省情况下，OSPF NSR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各个进程的NSR功能是相互独立的，只对本进程生效。如果存在多个OSPF进程，建议在各

个进程下使能 OSPF NSR 功能。 

1.15  配置OSPF与BFD联动 

1.15.1  功能简介 

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双向转发检测）能够为 OSPF 邻居之间的链路提供快速

检测功能。当邻居之间的链路出现故障时，加快 OSPF 协议的收敛速度。关于 BFD 的介绍和基本

功能配置，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BFD”。 

OSPF 使用 BFD 来进行快速故障检测时，提供两种检测方式： 

• control 报文双向检测：需要建立 OSPF 邻居的两端设备均支持 BFD 配置。 

• echo 报文单跳检测：仅需要一端设备支持 BFD 配置。 

1.15.2  control报文双向检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使能 OSPF 的 BFD 功能。 
ospf bfd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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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OSPF 的 BFD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创建 BFD 会话的通信双方必须处于特定区域的同一网段。 

1.15.3  echo报文单跳检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echo 报文源地址。 
bfd echo-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cho 报文源地址。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使能 OSPF 的 BFD 功能。 
ospf bfd enable echo 

缺省情况下，OSPF 的 BFD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6  配置OSPF快速重路由 

1.16.1  功能简介 

当 OSPF 网络中的链路或某台路由器发生故障时，需要通过故障链路或故障路由器传输才能到达目

的地的报文将会丢失或产生路由环路，数据流量将会被中断，直到 OSPF 根据新的拓扑网络路由收

敛完毕后，被中断的流量才能恢复正常的传输。 

为了尽可能缩短网络故障导致的流量中断时间，网络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配置 OSPF 快速重路由功

能。 

图1-7 OSPF 快速重路由功能示意图 

 
 

如 图 1-7 所示，通过在Router B上使能快速重路由功能，OSPF将为路由计算或指定备份下一跳，

当Router B检测到网络故障时，OSPF会使用事先获取的备份下一跳替换失效下一跳，通过备份下

一跳来指导报文的转发，从而大大缩短了流量中断时间。在使用备份下一跳指导报文转发的同时，

OSPF会根据变化后的网络拓扑重新计算 短路径，网络收敛完毕后，使用新计算出来的 优路由

来指导报文转发。 

网络管理员可以配置给所有 OSPF 路由通过 LFA（Loop Free Alternate）算法选取备份下一跳，也

可以在路由策略中指定备份下一跳，为符合过滤条件的路由指定备份下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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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  配置限制和指导 

OSPF 快速重路由功能和 PIC 同时配置时，OSPF 快速重路由功能生效。 

1.16.3  配置通过LFA算法选取备份下一跳信息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OSPF 快速重路由功能（通过 LFA 算法选取备份下一跳信息）不能与 vlink-peer 命令同时使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可选）配置接口参与 LFA 计算。 
ospf fast-reroute lfa-backup 

缺省情况下，接口参与 LFA 计算，能够被选为备份接口。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6) 配置 OSPF 快速重路由功能（通过 LFA 算法选取备份下一跳信息）。 
fast-reroute lfa [ abr-only ] 

缺省情况下，OSPF 快速重路由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abr-only 表示仅选取到 ABR 设备的路由作为备份下一跳。 

1.16.4  配置通过路由策略指定备份下一跳 

1. 功能简介 

网络管理员可以通过 apply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命令在路由策略中指定备份

下 一 跳 ， 为 符 合 过 滤 条 件 的 路 由 指 定 备 份 下 一 跳 ， 关 于 apply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命令以及路由策略的相关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路由配置指导”中的“路

由策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OSPF 快速重路由功能（通过路由策略指定备份下一跳）。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OSPF 快速重路由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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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  配置OSPF快速重路由支持BFD检测功能（Ctrl方式） 

1. 功能简介 

OSPF 协议的快速重路由特性中，主用链路缺省不使用 BFD 进行链路故障检测。配置本功能后，将

使用 BFD 进行检测，可以加快 OSPF 协议的收敛速度。使用 control 报文双向检测方式时，需要建

立 OSPF 邻居的两端设备均支持 BFD 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使能 OSPF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Ctrl 方式）检测功能。 
ospf primary-path-detect bfd ctrl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 检测功能（Ctrl 方式）处于关闭状态。 

1.16.6  配置OSPF快速重路由支持BFD检测功能（Echo方式） 

1. 功能简介 

OSPF 协议的快速重路由特性中，主用链路缺省不使用 BFD 进行链路故障检测。配置本功能后，将

使用 BFD 进行检测，可以加快 OSPF 协议的收敛速度。使用 echo 报文单跳检测方式时，仅需要一

端设备支持 BFD 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bfd echo-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echo报文的源 IP地址用户可以任意指定。建议配置 echo报文的源 IP地址不属于该设备任何

一个接口所在网段。 

本命令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可靠性命令参考”中的“BFD”。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使能 OSPF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Echo 方式）检测功能。 
ospf primary-path-detect bfd echo 

缺省情况下，OSPF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Echo 方式）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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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配置OSPF验证 

1.17.1  功能简介 

从安全性角度来考虑，为了避免路由信息外泄或者 OSPF 路由器受到恶意攻击，OSPF 提供报文验

证功能。 

OSPF 路由器建立邻居关系时，在发送的报文中会携带配置好的口令，接收报文时进行验证，只有

通过验证的报文才能接收，否则将不会接收报文，不能正常建立邻居。 

如果区域验证和接口验证都进行了配置，以接口验证的配置为准。 

1.17.2  配置区域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 OSPF 区域的验证模式。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OSPF 区域使用 HMAC-MD5/MD5 验证模式。 
authentication-mode { hmac-md5 | md5 } key-id { cipher | plain } string 

 配置 OSPF 区域使用简单验证模式。 

authentication-mode simple { cipher | plain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区域验证模式。 

一个区域中所有路由器的验证模式和验证密钥必须一致。 

1.17.3  配置接口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OSPF 接口的验证模式。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OSPF 区域使用 HMAC-MD5/MD5 验证模式。 
ospf authentication-mode { hmac-md5 | md5 } key-id { cipher | plain } 
string 

 配置 OSPF 区域使用简单验证模式。 

ospf authentication-mode simple { cipher | plain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接口不对 OSPF 报文进行验证。 

邻居路由器两端接口的验证模式和验证密钥必须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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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配置OSPF GTSM功能 

1.18.1  功能简介 

GTSM（Generalized TTL Security Mechanism，通用 TTL 安全保护机制）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对

基于 IP 协议的上层业务进行保护的安全机制。开启 OSPF 报文的 GTSM 功能后，当设备收到来自

OSPF 普通邻居或虚连接邻居的报文时，会判断报文的 TTL 是否在 255-“hop-count”+1 到 255
之间。如果在，就上送报文；如果不在，则直接丢弃报文。以使设备避免受到 CPU 利用

（CPU-utilization）等类型的攻击（如 CPU 过载），增强系统的安全性。 

开启 GTSM 功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 OSPF 区域视图下开启，另一种是在接口视图下开启。

在 OSPF 区域视图下开启 GTSM 功能会对该区域中所有使能 OSPF 的接口生效；接口视图下开启

GTSM 功能只对当前接口生效。在接口视图下配置的 hops 参数的优先级高于在 OSPF 区域视图下

配置的 hops 参数。 

1.18.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启 OSPF GTSM 功能时，要求本设备和邻居设备上同时配置本特性，指定的 hop-count 值可以

不同，只要能够满足合法性检查即可。 

1.18.3  配置区域GTSM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该命令对区域中所有使能 OSPF 的接口都会生效，并且只会对来自 OSPF 普通邻居和虚连接邻居的

报文进行安全检测。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进入 OSPF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开启区域的 OSPF GTSM 功能。 
ttl-security [ hops hop-count ] 

缺省情况下，区域的 OSPF GTSM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8.4  配置接口GTSM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该命令只对当前接口生效，并且只会对来自 OSPF 普通邻居和虚连接邻居的报文进行安全检测。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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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开启接口的 OSPF GTSM 功能。 
ospf ttl-security [ hops hop-count | disable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 OSPF GTSM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9  配置OSPF日志和告警功能 

1.19.1  配置邻居状态变化的输出开关 

1. 功能简介 

打开邻居状态变化的输出开关后，OSPF 邻居状态变化时会生成日志信息发送到设备的信息中心，

通过设置信息中心的参数， 终决定日志信息的输出规则（即是否允许输出以及输出方向）。（有关

信息中心参数的配置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打开邻居状态变化的输出开关。 
log-peer-change 

缺省情况下，邻居状态变化的输出开关处于打开状态。 

1.19.2  配置OSPF的日志功能 

1. 功能简介 

OSPF 的日志信息包括路由计算、邻居、路由、LSA 老化、生成和接收 LSA 的日志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3) 配置 OSPF 的日志信息个数。 
event-log { lsa-flush | peer | spf } size count 

缺省情况下，路由计算、邻居和 LSA 老化的日志信息个数为 10。 

1.19.3  配置OSPF网管功能 

1. 功能简介 

配置 OSPF 进程绑定 MIB 功能后，可以通过网管软件对指定的 OSPF 进程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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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 OSPF 模块的告警功能后，该模块会生成告警信息，用于报告该模块的重要事件。生成的告警

信息将发送到设备的 SNMP 模块，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告警信息输出

的相关属性。（有关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通过调整 OSPF 在指定时间间隔内允许输出的告警信息条数，可以避免网络出现大量告警信息时对

资源的消耗。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OSPF 进程绑定公有 MIB。 
ospf mib-binding process-id 

缺省情况下，MIB 绑定在进程号 小的 OSPF 进程上。 

(3) 开启 OSPF 的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ospf [ authentication-failure | bad-packet | 
config-error | grhelper-status-change | grrestarter-status-change | 
if-state-change | lsa-maxage | lsa-originate | 
lsdb-approaching-overflow | lsdb-overflow | neighbor-state-change | 
nssatranslator-status-change | retransmit | 
virt-authentication-failure | virt-bad-packet | virt-config-error | 
virt-retransmit | virtgrhelper-status-change | virtif-state-change | 
virtneighbor-state-change ] * 

缺省情况下，OSPF 的告警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4) 进入 OSPF 视图。 
ospf [ process-id | router-id router-id ] * 

(5) 配置 OSPF 在指定时间间隔内允许输出的告警信息条数。 
snmp trap rate-limit interval trap-interval count trap-number 

缺省情况下，OSPF 在 10 秒内允许输出 7 条告警信息。 

1.20  OSPF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OSPF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OSPF 的统计信息、重启 OSPF 进程或重新向 OSPF 引入

外部路由。 

表1-1 OSPF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OSPF的ABR聚合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 area area-id ] abr-summary 
[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 verbose ] 

显示区域中FRR备份下一跳候

选列表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 area area-id ] fast-reroute 
lfa-cand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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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OSPF区域中的拓扑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 area area-id ] spf-tree 
[ verbose ] 

显示OSPF的进程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 verbose ] 

显示OSPF ABR及ASBR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abr-asbr [ verbose ] 

显示OSPF的ASBR聚合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asbr-summary [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显示OSPF的日志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event-log { lsa-flush | peer | spf }

显示OSPF进程的GR状态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graceful-restart [ verbose ] 

显示OSPF接口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erbose ] 

显示OSPF的LSDB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 area area-id ] lsdb { asbr | 
network | nssa | opaque-area | opaque-link | router | summary } 
[ link-state-id ] [ originate-router advertising-router-id | 
self-originate ]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lsdb [ brief | originate-router 
advertising-router-id | self-originate ]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lsdb { ase | opaque-as ase } 
[ link-state-id ] [ originate-router advertising-router-id | 
self-originate ] 

显示进程中的下一跳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nexthop 

显示OSPF的NSR阶段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non-stop-routing status 

显示OSPF邻居的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peer [ verbose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neighbor-id ] 

显示OSPF各区域邻居的统计

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peer statistics 

显示OSPF请求列表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request-queu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neighbor-id ] 

显示OSPF重传列表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retrans-queu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neighbor-id ] 

显示OSPF路由表的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routing [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nexthop nexthop-address ] [ verbose ] 

显示OSPF的统计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statistics [ error | packet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显示OSPF虚连接信息 display ospf [ process-id ] vlink 

显示全局Router ID display router id 

清除OSPF的日志信息 reset ospf [ process-id ] event-log [ lsa-flush | peer | spf ]

重启OSPF进程 reset ospf [ process-id ] process [ graceful-restart ] 

重新向OSPF引入外部路由 reset ospf [ process-id ] redistribution 

清除OSPF的统计信息 reset ospf [ process-id ]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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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OSPF典型配置举例 

1.21.1  OSPF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所有的交换机都运行 OSPF，并将整个自治系统划分为 3 个区域。 

• 其中 Switch A 和 Switch B 作为 ABR 来转发区域之间的路由。 

• 配置完成后，每台交换机都应学到 AS 内的到所有网段的路由。 

2. 组网图 

图1-8 OSPF 基本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OSPF 基本配置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outer id 10.2.1.1 

[SwitchA] ospf 

[SwitchA-ospf-1] area 0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0 0.0.0.255 

[SwitchA-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A-ospf-1] area 1 

[SwitchA-ospf-1-area-0.0.0.1] network 10.2.1.0 0.0.0.255 

[SwitchA-ospf-1-area-0.0.0.1] quit 

[SwitchA-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outer id 10.3.1.1 

[SwitchB] ospf 

[SwitchB-ospf-1] area 0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B-ospf-1] area 2 

[SwitchB-ospf-1-area-0.0.0.2] network 10.3.1.0 0.0.0.255 

Area 0

Area 1 Area 2

Switch C

Vlan-int100
10.1.1.2/24

Vlan-int100
10.1.1.1/24

Vlan-int300
10.4.1.1/24

Vlan-int200
10.2.1.2/24

Switch B

Vlan-int200
10.3.1.1/24

Vlan-int200
10.3.1.2/24

Switch A

Vlan-int200
10.2.1.1/24

Vlan-int300
10.5.1.1/24 Switc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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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ospf-1-area-0.0.0.2] quit 

[SwitchB-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outer id 10.4.1.1 

[SwitchC] ospf 

[SwitchC-ospf-1] area 1 

[SwitchC-ospf-1-area-0.0.0.1] network 10.2.1.0 0.0.0.255 

[SwitchC-ospf-1-area-0.0.0.1] network 10.4.1.0 0.0.0.255 

[SwitchC-ospf-1-area-0.0.0.1] quit 

[SwitchC-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D。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router id 10.5.1.1 

[SwitchD] ospf 

[SwitchD-ospf-1] area 2 

[SwitchD-ospf-1-area-0.0.0.2] network 10.3.1.0 0.0.0.255 

[SwitchD-ospf-1-area-0.0.0.2] network 10.5.1.0 0.0.0.255 

[SwitchD-ospf-1-area-0.0.0.2] quit 

[SwitchD-ospf-1] quit 

4. 验证配置 

# 查看 Switch A 的 OSPF 邻居。 
[SwitchA] display ospf peer verbose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0.2.1.1 

                  Neighbors 

 

 Area 0.0.0.0 interface 10.1.1.1(Vlan-interface100)'s neighbors 

 Router ID: 10.3.1.1         Address: 10.1.1.2         GR State: Normal 

   State: Full  Mode: Nbr is master  Priority: 1 

   DR: 10.1.1.1  BDR: 10.1.1.2  MTU: 0 

   Options is 0x02 (-|-|-|-|-|-|E|-) 

   Dead timer due in 37  sec 

   Neighbor is up for 06:03:59 

   Authentication Sequence: [ 0 ] 

   Neighbor state change count: 5 

 

 Area 0.0.0.1 interface 10.2.1.1(Vlan-interface200)'s neighbors 

 Router ID: 10.4.1.1         Address: 10.2.1.2         GR State: Normal 

   State: Full  Mode: Nbr is master  Priority: 1 

   DR: 10.2.1.1  BDR: 10.2.1.2  MTU: 0 

   Options is 0x02 (-|-|-|-|-|-|E|-) 

   Dead timer due in 32  sec 

   Neighbor is up for 06:03:12 

   Authentication Sequence: [ 0 ] 

   Neighbor state change count: 5 

# 查看 Switch A 的 OSPF 路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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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display ospf routing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0.2.1.1 

                   Routing Table 

 

                Topology base (MTID 0)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10.2.1.0/24        1        Transit 10.2.1.1        10.2.1.1        0.0.0.1 

 10.3.1.0/24        2        Inter   10.1.1.2        10.3.1.1        0.0.0.0 

 10.4.1.0/24        2        Stub    10.2.1.2        10.4.1.1        0.0.0.1 

 10.5.1.0/24        3        Inter   10.1.1.2        10.3.1.1        0.0.0.0 

 10.1.1.0/24        1        Transit 10.1.1.1        10.2.1.1        0.0.0.0 

 

 Total nets: 5 

 Intra area: 3  Inter area: 2  ASE: 0  NSSA: 0 

# 查看 Switch D 的 OSPF 路由信息。 
[SwitchD] display ospf routing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0.5.1.1 

                   Routing Table 

 

                Topology base (MTID 0)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10.2.1.0/24        3        Inter   10.3.1.1        10.3.1.1        0.0.0.2 

 10.3.1.0/24        1        Transit 10.3.1.2        10.3.1.1        0.0.0.2 

 10.4.1.0/24        4        Inter   10.3.1.1        10.3.1.1        0.0.0.2 

 10.5.1.0/24        1        Stub    10.5.1.1        10.5.1.1        0.0.0.2 

 10.1.1.0/24        2        Inter   10.3.1.1        10.3.1.1        0.0.0.2 

 

 Total nets: 5 

 Intra area: 2  Inter area: 3  ASE: 0  NSSA: 0 

# 在 Switch D 上使用 Ping 进行测试连通性。 
[SwitchD] ping 10.4.1.1 

Ping 10.4.1.1 (10.4.1.1):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10.4.1.1: icmp_seq=0 ttl=253 time=1.549 ms 

56 bytes from 10.4.1.1: icmp_seq=1 ttl=253 time=1.539 ms 

56 bytes from 10.4.1.1: icmp_seq=2 ttl=253 time=0.779 ms 

56 bytes from 10.4.1.1: icmp_seq=3 ttl=253 time=1.702 ms 

56 bytes from 10.4.1.1: icmp_seq=4 ttl=253 time=1.471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10.4.1.1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0.779/1.408/1.702/0.323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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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OSPF引入自治系统外部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所有的交换机都运行 OSPF，整个自治系统划分为 3 个区域。 

• 其中 Switch A 和 Switch B 作为 ABR 来转发区域之间的路由。 

• 在 Switch C 上配置为 ASBR 引入外部路由（静态路由），且路由信息可正确的在 AS 内传播。 

2. 组网图 

图1-9 OSPF 引入自治系统外部路由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OSPF（同前例“1.21.1  OSPF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3) 配置引入自治系统外部路由 

# 在 Switch C 上配置一条到目的网段 3.1.2.0/24 的静态路由。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ip route-static 3.1.2.1 24 10.4.1.2 

# 在 Switch C 上配置 OSPF 引入静态路由。 
[SwitchC] ospf 1 

[SwitchC-ospf-1] import-route static 

4. 验证配置 

# 查看 Switch D 的 ABR/ASBR 信息。 
<SwitchD> display ospf abr-asbr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0.5.1.1 

                  Routing Table to ABR and ASBR 

 

 

                Topology base (MTID 0) 

 Type    Destination     Area            Cost     Nexthop         RtType 

 Intra   10.3.1.1        0.0.0.2         10       10.3.1.1        ABR 

 Inter   10.4.1.1        0.0.0.2         22       10.3.1.1        ASBR 

# 查看 Switch D 的 OSPF 路由表。 
<SwitchD> display ospf 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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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0.5.1.1 

                   Routing Table 

 

                Topology base (MTID 0)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10.2.1.0/24        22       Inter   10.3.1.1        10.3.1.1        0.0.0.2 

 10.3.1.0/24        10       Transit 10.3.1.2        10.3.1.1        0.0.0.2 

 10.4.1.0/24        25       Inter   10.3.1.1        10.3.1.1        0.0.0.2 

 10.5.1.0/24        10       Stub    10.5.1.1        10.5.1.1        0.0.0.2 

 10.1.1.0/24        12       Inter   10.3.1.1        10.3.1.1        0.0.0.2 

 

 Routing for ASEs 

 Destination        Cost     Type    Tag         NextHop         AdvRouter 

 3.1.2.0/24         1        Type2   1           10.3.1.1        10.4.1.1 

 

 Total nets: 6 

 Intra area: 2  Inter area: 3  ASE: 1  NSSA: 0 

1.21.3  OSPF发布ASBR聚合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位于 Area 2 内。 

• Switch B 上运行两个 OSPF 进程：1 和 2。Switch B 通过进程 1 和 Switch A 交换路由信息，

通过进程 2 和 Switch C 交换路由信息。 

• 在 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200 上配置地址 2.1.2.1/24、2.1.3.1/24、2.1.4.1/24，并在

Switch B 上配置 OSPF进程 2引入直连路由和 OSPF进程 1的路由，使得 Switch C能够学习

到达 2.1.2.0/24、2.1.3.0/24 和 2.1.4.0/24 的路由。 

• 为了减小Switch C的路由表规模，在Switch B上配置ASBR路由聚合，只发布聚合后的路由

2.0.0.0/8。 

2. 组网图 

图1-10 OSPF 发布 ASBR 聚合路由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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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OSPF 

# 在 Switch A 上启动 OSPF 进程 1。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outer id 11.2.1.1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ip address 2.1.2.1 24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ip address 2.1.3.1 24 sub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ip address 2:1.4.1 24 sub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quit 

[SwitchA] ospf 1 

[SwitchA-ospf-1] area 2 

[SwitchA-ospf-1-area-0.0.0.2] network 1.1.1.0 0.0.0.255 

[SwitchA-ospf-1-area-0.0.0.2] network 2.1.0.0 0.0.255.255 

[SwitchA-ospf-1-area-0.0.0.2] quit 

[SwitchA-ospf-1] quit 

# 在 Switch B 上启动两个 OSPF 进程，进程号分别为 1 和 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outer id 11.2.1.2 

[SwitchB] ospf 1 

[SwitchB-ospf-1] area 2 

[SwitchB-ospf-1-area-0.0.0.2] network 1.1.1.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2] quit 

[SwitchB-ospf-1] quit 

[SwitchB] ospf 2 

[SwitchB-ospf-2] area 2 

[SwitchB-ospf-2-area-0.0.0.2] network 3.3.3.0 0.0.0.255 

[SwitchB-ospf-2-area-0.0.0.2] quit 

[SwitchB-ospf-2] quit 

# 在 Switch C 上启动 OSPF 进程 2。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outer id 11.1.1.2 

[SwitchC] ospf 2 

[SwitchC-ospf-2] area 2 

[SwitchC-ospf-2-area-0.0.0.2] network 3.3.3.0 0.0.0.255 

[SwitchC-ospf-2-area-0.0.0.2] network 4.4.0.0 0.0.255.255 

[SwitchC-ospf-2-area-0.0.0.2] quit 

[SwitchC-ospf-2] quit 

(3) 配置 OSPF 引入外部路由 

# 在 Switch B 上配置 OSPF 进程 2 引入直连路由和 OSPF 进程 1 的路由。 
[SwitchB] ospf 2 

[SwitchB-ospf-2]import-route direct 

[SwitchB-ospf-2]import-route ospf 1 

# 查看路由引入后 Switch C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C]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52 

 

Destinations : 28       Routes : 28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0.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1.1.0/24         OSPF    150 1           3.1.1.1         Vlan300 

2.1.2.0/24         OSPF    150 1           3.1.1.1         Vlan300 

2.1.3.0/24         OSPF    150 1           3.1.1.1         Vlan300 

2.1.4.0/24         OSPF    150 1           3.1.1.1         Vlan300 

3.1.1.0/24         Direct  0   0           3.1.1.2         Vlan300 

3.1.1.0/32         Direct  0   0           3.1.1.2         Vlan300 

3.1.1.2/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3.1.1.255/32       Direct  0   0           3.1.1.2         Vlan300 

4.1.1.0/24         Direct  0   0           4.1.1.1         Loop101 

4.1.1.0/32         Direct  0   0           4.1.1.1         Loop101 

4.1.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4.1.1.255/32       Direct  0   0           4.1.1.1         Loop101 

4.1.2.0/24         Direct  0   0           4.1.2.1         Loop102 

4.1.2.0/32         Direct  0   0           4.1.2.1         Loop102 

4.1.2.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4.1.2.255/32       Direct  0   0           4.1.2.1         Loop102 

4.1.3.0/24         Direct  0   0           4.1.3.1         Loop103 

4.1.3.0/32         Direct  0   0           4.1.3.1         Loop103 

4.1.3.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4.1.3.255/32       Direct  0   0           4.1.3.1         Loop103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24.0.0.0/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24.0.0.0/2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55.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4) 配置 OSPF 发布 ASBR 聚合路由 

# 在 Switch B 上配置 OSPF 进程 2 发布 ASBR 聚合路由 2.0.0.0/8。 
[SwitchB] ospf 2 

[SwitchB-ospf-2] asbr-summary 2.0.0.0 8 

[SwitchB-ospf-2] quit 

# 查看路由聚合后 Switch C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C]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26       Routes : 26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0.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1.1.0/24         OSPF    150 1           3.1.1.1         Vlan300 

2.0.0.0/8          OSPF    150 1           3.1.1.1         Vlan300 

3.1.1.0/24         Direct  0   0           3.1.1.2         Vlan300 

3.1.1.0/32         Direct  0   0           3.1.1.2         Vlan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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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3.1.1.255/32       Direct  0   0           3.1.1.2         Vlan300 

4.1.1.0/24         Direct  0   0           4.1.1.1         Loop101 

4.1.1.0/32         Direct  0   0           4.1.1.1         Loop101 

4.1.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4.1.1.255/32       Direct  0   0           4.1.1.1         Loop101 

4.1.2.0/24         Direct  0   0           4.1.2.1         Loop102 

4.1.2.0/32         Direct  0   0           4.1.2.1         Loop102 

4.1.2.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4.1.2.255/32       Direct  0   0           4.1.2.1         Loop102 

4.1.3.0/24         Direct  0   0           4.1.3.1         Loop103 

4.1.3.0/32         Direct  0   0           4.1.3.1         Loop103 

4.1.3.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4.1.3.255/32       Direct  0   0           4.1.3.1         Loop103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24.0.0.0/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24.0.0.0/2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55.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1.4  OSPF Stub区域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所有的交换机都运行 OSPF，整个自治系统划分为 3 个区域。 

• 其中 Switch A 和 Switch B 作为 ABR 来转发区域之间的路由，Switch D 作为 ASBR 引入了外

部路由（静态路由）。 

• 要求将 Area1 配置为 Stub 区域，减少通告到此区域内的 LSA 数量，但不影响路由的可达性。 

2. 组网图 

图1-11 OSPF Stub 区域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OSPF（同前例“1.21.1  OSPF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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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Switch D 引入静态路由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ip route-static 3.1.2.1 24 10.5.1.2 

[SwitchD] ospf 

[SwitchD-ospf-1] import-route static 

[SwitchD-ospf-1] quit 

# 查看 Switch C 的 ABR/ASBR 信息。 
<SwitchC> display ospf abr-asbr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0.4.1.1 

                  Routing Table to ABR and ASBR 

 

 

                Topology base (MTID 0) 

 Type        Destination     Area            Cost  Nexthop         RtType 

 Intra       10.2.1.1        0.0.0.1         3     10.2.1.1        ABR 

 Inter       10.5.1.1        0.0.0.1         7     10.2.1.1        ASBR 

# 查看 Switch C 的 OSPF 路由表，可以看到路由表中存在 AS 外部的路由。 
<SwitchC> display ospf routing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0.4.1.1 

                   Routing Table 

 

                Topology base (MTID 0)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10.2.1.0/24        3        Transit 0.0.0.0         10.2.1.1        0.0.0.1 

 10.3.1.0/24        7        Inter   10.2.1.1        10.2.1.1        0.0.0.1 

 10.4.1.0/24        3        Stub    10.4.1.1        10.4.1.1        0.0.0.1 

 10.5.1.0/24        17       Inter   10.2.1.1        10.2.1.1        0.0.0.1 

 10.1.1.0/24        5        Inter   10.2.1.1        10.2.1.1        0.0.0.1 

 

 Routing for ASEs 

 Destination        Cost     Type    Tag         NextHop         AdvRouter 

 3.1.2.0/24         1        Type2   1           10.2.1.1        10.5.1.1 

 

 Total nets: 6 

 Intra area: 2  Inter area: 3  ASE: 1  NSSA: 0 

(4) 配置 Area1 为 Stub 区域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 

[SwitchA-ospf-1] area 1 

[SwitchA-ospf-1-area-0.0.0.1] stub 

[SwitchA-ospf-1-area-0.0.0.1] quit 

[SwitchA-ospf-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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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 

[SwitchC-ospf-1] area 1 

[SwitchC-ospf-1-area-0.0.0.1] stub 

[SwitchC-ospf-1-area-0.0.0.1] quit 

[SwitchC-ospf-1] quit 

# 查看Switch C的OSPF路由表，已经看不到AS外部的路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缺省路由。 
[SwitchC] display ospf routing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0.4.1.1 

                   Routing Table 

 

                Topology base (MTID 0)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0.0.0.0/0          4        Inter   10.2.1.1        10.2.1.1        0.0.0.1 

 10.2.1.0/24        3        Transit 0.0.0.0         10.2.1.1        0.0.0.1 

 10.3.1.0/24        7        Inter   10.2.1.1        10.2.1.1        0.0.0.1 

 10.4.1.0/24        3        Stub    10.4.1.1        10.4.1.1        0.0.0.1 

 10.5.1.0/24        17       Inter   10.2.1.1        10.2.1.1        0.0.0.1 

 10.1.1.0/24        5        Inter   10.2.1.1        10.2.1.1        0.0.0.1 

 

 Total nets: 6 

 Intra area: 2  Inter area: 4  ASE: 0  NSSA: 0 

# 配置 Area1 为 Totally Stub 区域。 
[SwitchA] ospf 

[SwitchA-ospf-1] area 1 

[SwitchA-ospf-1-area-0.0.0.1] stub no-summary 

[SwitchA-ospf-1-area-0.0.0.1] quit 

[SwitchA-ospf-1] quit 

# 查看 Switch C 的 OSPF 路由表，可以看到路由表项进一步减少，只保留了一条通往区域外

部的缺省路由。 
[SwitchC] display ospf routing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0.4.1.1 

                   Routing Table 

 

                Topology base (MTID 0)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0.0.0.0/0          4        Inter   10.2.1.1        10.2.1.1        0.0.0.1 

 10.2.1.0/24        3        Transit 0.0.0.0         10.4.1.1        0.0.0.1 

 10.4.1.0/24        3        Stub    10.4.1.1        10.4.1.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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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nets: 3 

 Intra area: 2  Inter area: 1  ASE: 0  NSSA: 0 

1.21.5  OSPF NSSA区域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所有的交换机都运行 OSPF，整个自治系统划分为 3 个区域。 

• 其中 Switch A 和 Switch B 作为 ABR 来转发区域之间的路由。 

• 要求将 Area1 配置为 NSSA 区域，同时将 Switch C 配置为 ASBR 引入外部路由（静态路由），

且路由信息可正确的在 AS 内传播。 

2. 组网图 

图1-12 OSPF NSSA 区域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OSPF（同前例“1.21.1  OSPF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3) 配置 Area1 区域为 NSSA 区域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 

[SwitchA-ospf-1] area 1 

[SwitchA-ospf-1-area-0.0.0.1] nssa 

[SwitchA-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A-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 

[SwitchC-ospf-1] area 1 

[SwitchC-ospf-1-area-0.0.0.1] nssa 

[SwitchC-ospf-1-area-0.0.0.1] quit 

[SwitchC-ospf-1] quit 

# 查看 Switch C 的 OSPF 路由表。 
[SwitchC] display ospf 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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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0.4.1.1 

                   Routing Table 

 

                Topology base (MTID 0)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10.2.1.0/24        3        Transit 10.2.1.2        10.4.1.1        0.0.0.1 

 10.3.1.0/24        7        Inter   10.2.1.1        10.2.1.1        0.0.0.1 

 10.4.1.0/24        3        Stub    10.4.1.1        10.4.1.1        0.0.0.1 

 10.5.1.0/24        17       Inter   10.2.1.1        10.2.1.1        0.0.0.1 

 10.1.1.0/24        5        Inter   10.2.1.1        10.2.1.1        0.0.0.1 

 

 Total nets: 5 

 Intra area: 2  Inter area: 3  ASE: 0  NSSA: 0 

(4) 配置 Switch C 引入静态路由 
[SwitchC] ip route-static 3.1.3.1 24 10.4.1.2 

[SwitchC] ospf 

[SwitchC-ospf-1] import-route static 

[SwitchC-ospf-1] quit 

# 查看 Switch D 的 OSPF 路由表，可以看到 NSSA 区域引入了一条 AS 外部路由。 
<SwitchD> display ospf routing 

 

                Topology base (MTID 0)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0.5.1.1 

                   Routing Table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10.2.1.0/24        22       Inter   10.3.1.1        10.3.1.1        0.0.0.2 

 10.3.1.0/24        10       Transit 10.3.1.2        10.3.1.1        0.0.0.2 

 10.4.1.0/24        25       Inter   10.3.1.1        10.3.1.1        0.0.0.2 

 10.5.1.0/24        10       Stub    10.5.1.1        10.5.1.1        0.0.0.2 

 10.1.1.0/24        12       Inter   10.3.1.1        10.3.1.1        0.0.0.2 

 

 Routing for ASEs 

 Destination        Cost     Type    Tag         NextHop         AdvRouter 

 3.1.3.0/24         1        Type2   1           10.3.1.1        10.2.1.1 

 

 Total nets: 6 

 Intra area: 2  Inter area: 3  ASE: 1  NSSA: 0 

1.21.6  OSPF的DR选择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Switch D 在同一网段，运行 OSPF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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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Switch A 为 DR，Switch C 为 BDR。 

图1-13 OSPF 的 DR 选择配置组网图 

 
 

2. 配置思路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 

(2) 配置 OSPF 基本功能 

(3) 改变交换机接口的路由器优先级使 Switch A 成为 DR，Switch C 成为 BDR。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OSPF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outer id 1.1.1.1 

[SwitchA] ospf 

[SwitchA-ospf-1] area 0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1.0 0.0.0.255 

[SwitchA-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A-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outer id 2.2.2.2 

[SwitchB] ospf 

[SwitchB-ospf-1] area 0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1.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B-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outer id 3.3.3.3 

[SwitchC] ospf 

[SwitchC-ospf-1] area 0 

[SwitchC-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1.0 0.0.0.255 

[SwitchC-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C-ospf-1] quit 

Switch A Switch B

Switch C Switch D

Vlan-int1
192.168.1.1/24

Vlan-int1
192.168.1.2/24

Vlan-int1
192.168.1.3/24

Vlan-int1
192.168.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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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Switch D。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router id 4.4.4.4 

[SwitchD] ospf 

[SwitchD-ospf-1] area 0 

[SwitchD-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1.0 0.0.0.255 

[SwitchD-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D-ospf-1] quit 

# 查看 Switch A 的邻居信息。 
[SwitchA] display ospf peer verbose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1.1.1 

                  Neighbors 

 

 Area 0.0.0.0 interface 192.168.1.1(Vlan-interface1)'s neighbors 

 Router ID: 2.2.2.2          Address: 192.168.1.2      GR State: Normal 

   State: 2-Way  Mode: None  Priority: 1 

   DR: 192.168.1.4  BDR: 192.168.1.3  MTU: 0 

   Options is 0x02 (-|-|-|-|-|-|E|-) 

   Dead timer due in 38  sec 

   Neighbor is up for 00:01:31 

   Authentication Sequence: [ 0 ] 

   Neighbor state change count: 6 

   BFD status: Disabled 

 

 Router ID: 3.3.3.3          Address: 192.168.1.3      GR State: Normal 

   State: Full  Mode: Nbr is master  Priority: 1 

   DR: 192.168.1.4  BDR: 192.168.1.3  MTU: 0 

   Options is 0x02 (-|-|-|-|-|-|E|-) 

   Dead timer due in 31  sec 

   Neighbor is up for 00:01:28 

   Authentication Sequence: [ 0 ] 

   Neighbor state change count: 6 

   BFD status: Disabled 

 

 Router ID: 4.4.4.4          Address: 192.168.1.4      GR State: Normal 

   State: Full  Mode: Nbr is master  Priority: 1 

   DR: 192.168.1.4  BDR: 192.168.1.3  MTU: 0 

   Options is 0x02 (-|-|-|-|-|-|E|-) 

   Dead timer due in 31  sec 

   Neighbor is up for 00:01:28 

   Authentication Sequence: [ 0 ] 

   Neighbor state change count: 6 

   BFD status: Disabled 

可以看到 Switch D 为 DR，Switch C 为 BDR。 

(3) 配置接口上的路由器优先级 

# 配置 Switc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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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ospf dr-priority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B-Vlan-interface1] ospf dr-priority 0 

[SwitchB-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C-Vlan-interface1] ospf dr-priority 2 

[SwitchC-Vlan-interface1] quit 

# 查看 Switch D 的邻居信息。 
<SwitchD> display ospf peer verbose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4.4.4.4 

                  Neighbors 

 

 Area 0.0.0.0 interface 192.168.1.4(Vlan-interface1)'s neighbors 

 Router ID: 1.1.1.1      Address: 192.168.1.1      GR State: Normal 

   State: Full  Mode:Nbr is  slave  Priority: 100 

   DR: 192.168.1.4  BDR: 192.168.1.3  MTU: 0 

   Options is 0x02 (-|-|-|-|-|-|E|-) 

   Dead timer due in 31  sec 

   Neighbor is up for 00:11:17 

   Authentication Sequence: [ 0 ] 

   Neighbor state change count: 6 

   BFD status: Disabled 

 

 Router ID: 2.2.2.2      Address: 192.168.1.2      GR State: Normal 

   State: Full  Mode:Nbr is  slave  Priority: 0 

   DR: 192.168.1.4  BDR: 192.168.1.3  MTU: 0 

   Options is 0x02 (-|-|-|-|-|-|E|-) 

   Dead timer due in 35  sec 

   Neighbor is up for 00:11:19 

   Authentication Sequence: [ 0 ] 

   Neighbor state change count: 6 

   BFD status: Disabled 

 

 Router ID: 3.3.3.3      Address: 192.168.1.3      GR State: Normal 

   State: Full  Mode:Nbr is  slave  Priority: 2 

   DR: 192.168.1.4  BDR: 192.168.1.3  MTU: 0 

   Options is 0x02 (-|-|-|-|-|-|E|-) 

   Dead timer due in 33  sec 

   Neighbor is up for 00:11:15 

   Authentication Sequence: [ 0 ] 

   Neighbor state change count: 6 

   BFD status: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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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网络中 DR/BDR 并没有改变。 

 

网络中 DR/BDR 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接口上的路由器优先级的配置并不会立即生效。 

 

(4) 重启 OSPF 进程 

# 重启 Switch D 的进程。 
<SwitchD> reset ospf 1 process 

Warning : Reset OSPF process? [Y/N]:y 

# 查看 Switch D 的邻居信息。 
<SwitchD> display ospf peer verbose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4.4.4.4 

                  Neighbors 

 

 Area 0.0.0.0 interface 192.168.1.4(Vlan-interface1)'s neighbors 

 Router ID: 1.1.1.1          Address: 192.168.1.1      GR State: Normal 

   State: Full  Mode: Nbr is slave  Priority: 100 

   DR: 192.168.1.1  BDR: 192.168.1.3  MTU: 0 

   Options is 0x02 (-|-|-|-|-|-|E|-) 

   Dead timer due in 39  sec 

   Neighbor is up for 00:01:40 

   Authentication Sequence: [ 0 ] 

   Neighbor state change count: 6 

   BFD status: Disabled 

 

 Router ID: 2.2.2.2          Address: 192.168.1.2      GR State: Normal 

   State: 2-Way  Mode: None  Priority: 0 

   DR: 192.168.1.1  BDR: 192.168.1.3  MTU: 0 

   Options is 0x02 (-|-|-|-|-|-|E|-) 

   Dead timer due in 35  sec 

   Neighbor is up for 00:01:44 

   Authentication Sequence: [ 0 ] 

   Neighbor state change count: 6 

   BFD status: Disabled 

 

 Router ID: 3.3.3.3          Address: 192.168.1.3      GR State: Normal 

   State: Full  Mode: Nbr is slave  Priority: 2 

   DR: 192.168.1.1  BDR: 192.168.1.3  MTU: 0 

   Options is 0x02 (-|-|-|-|-|-|E|-) 

   Dead timer due in 39  sec 

   Neighbor is up for 00:01:41 

   Authentication Sequence: [ 0 ] 

   Neighbor state change count: 6 

   BFD status: Disabled 

可以看到 Switch A 成为 DR，Switch C 为 B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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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邻居的状态是 Full，这说明它和邻居之间形成了邻接关系； 

如果邻居的状态是 2-Way，则说明它们都不是 DR 或 BDR，两者之间不需要交换 LSA。 

 

# 查看 OSPF 接口的状态。 
[SwitchA] display ospf interface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1.1.1 

                  Interfaces 

 

 Area: 0.0.0.0 

 IP Address      Type      State   Cost  Pri   DR             BDR 

 192.168.1.1     Broadcast DR      1     100   192.168.1.1    192.168.1.3 

 

[SwitchB] display ospf interface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2.2.2.2 

                  Interfaces 

 

 Area: 0.0.0.0 

 IP Address      Type      State    Cost  Pri   DR            BDR 

 192.168.1.2     Broadcast DROther  1     0     192.168.1.1   192.168.1.3 

 

如果 OSPF 接口的状态是 DROther，则说明它既不是 DR，也不是 BDR。 

 

1.21.7  OSPF虚连接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Area 2 与 Area 0 没有直接相连。Area 1 被用作传输区域（Transit Area）来连接 Area 2 和 Area 
0。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配置一条虚连接。 

• 配置完成后，Switch B 能够学到 Area 2 中的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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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4 OSPF 虚链路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OSPF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 1 router-id 1.1.1.1 

[SwitchA-ospf-1] area 0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0 0.0.0.255 

[SwitchA-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A-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 1 router-id 2.2.2.2 

[SwitchB-ospf-1] area 0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B-ospf-1] area 1 

[SwitchB–ospf-1-area-0.0.0.1] network 10.2.1.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1] quit 

[SwitchB-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 1 router-id 3.3.3.3 

[SwitchC-ospf-1] area 1 

[SwitchC-ospf-1-area-0.0.0.1] network 10.2.1.0 0.0.0.255 

[SwitchC-ospf-1-area-0.0.0.1] quit 

[SwitchC-ospf-1] area 2 

[SwitchC–ospf-1-area-0.0.0.2] network 10.3.1.0 0.0.0.255 

[SwitchC–ospf-1-area-0.0.0.2] quit 

[SwitchC-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D。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ospf 1 router-id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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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D-ospf-1] area 2 

[SwitchD-ospf-1-area-0.0.0.2] network 10.3.1.0 0.0.0.255 

[SwitchD-ospf-1-area-0.0.0.2] quit 

[SwitchD-ospf-1] quit 

# 查看 Switch B 的 OSPF 路由表。 
[SwitchB] display ospf routing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2.2.2.2 

                   Routing Table 

 

                Topology base (MTID 0)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10.2.1.0/24        2        Transit 10.2.1.1        3.3.3.3         0.0.0.1 

 10.1.1.0/24        2        Transit 10.1.1.2        2.2.2.2         0.0.0.0 

 Total nets: 2 

 Intra area: 2  Inter area: 0  ASE: 0  NSSA: 0 

 

由于 Area 0 没有与 Area 2 直接相连，所以 Switch B 的路由表中没有 Area 2 的路由。 

 

(3) 配置虚连接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ospf 

[SwitchB-ospf-1] area 1 

[SwitchB-ospf-1-area-0.0.0.1] vlink-peer 3.3.3.3 

[SwitchB-ospf-1-area-0.0.0.1] quit 

[SwitchB-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ospf 1 

[SwitchC-ospf-1] area 1 

[SwitchC-ospf-1-area-0.0.0.1] vlink-peer 2.2.2.2 

[SwitchC-ospf-1-area-0.0.0.1] quit 

[SwitchC-ospf-1] quit 

# 查看 Switch B 的 OSPF 路由表。 
[SwitchB] display ospf routing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2.2.2.2 

                   Routing Table 

 

                Topology base (MTID 0)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10.2.1.0/24        2        Transit 10.2.1.1        3.3.3.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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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24        5        Inter   10.2.1.2        3.3.3.3         0.0.0.0 

 10.1.1.0/24        2        Transit 10.1.1.2        2.2.2.2         0.0.0.0 

 

 Total nets: 3 

 Intra area: 2  Inter area: 1  ASE: 0  NSSA: 0 

可以看到，Switch B 已经学到了 Area 2 的路由 10.3.1.0/24。 

1.21.8  OSPF GR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既属于同一自治系统，也属于同一 OSPF 域，通过 OSPF 协

议实现网络互连，并提供 GR 机制。 

• Switch A 作为非 IETF 标准 GR Restarter，Switch B 和 Switch C 作为 GR Helper 并且通过

GR 机制与 Switch A 保持带外同步。 

2. 组网图 

图1-15 OSPF GR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OSPF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outer id 1.1.1.1 

[SwitchA] ospf 100 

[SwitchA-ospf-100] area 0 

[SwitchA-ospf-100-area-0.0.0.0] network 192.1.1.0 0.0.0.255 

[SwitchA-ospf-100-area-0.0.0.0] quit 

[SwitchA-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outer id 2.2.2.2 

[SwitchB] ospf 100 

[SwitchB-ospf-100] area 0 

[SwitchB-ospf-100-area-0.0.0.0] network 192.1.1.0 0.0.0.255 

Vlan-int100
192.1.1.1/24

Vlan-int100
192.1.1.3/24

Vlan-int100
192.1.1.2/24

GR helper GR helper

GR restarter

Switch A

Switch CSwitch B

Router ID: 1.1.1.1

Router ID: 2.2.2.2 Router ID: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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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ospf-100-area-0.0.0.0] quit 

[SwitchB-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outer id 3.3.3.3 

[SwitchC] ospf 100 

[SwitchC-ospf-100] area 0 

[SwitchC-ospf-100-area-0.0.0.0] network 192.1.1.0 0.0.0.255 

[SwitchC-ospf-100-area-0.0.0.0] quit 

[SwitchC-ospf-1] quit 

(3) 配置 OSPF GR 

# 配置 Switch A 作为非 IETF 标准 GR Restarter，即使能 OSPF 进程 100 的本地链路信令能

力、OSPF 带外同步能力和非 IETF 标准 GR 能力。 
[SwitchA-ospf-100] enable link-local-signaling 

[SwitchA-ospf-100] enable out-of-band-resynchronization 

[SwitchA-ospf-100] graceful-restart 

[SwitchA-ospf-100] quit 

# 配置 Switch B 作为 GR Helper，即使能 OSPF 进程 100 的本地链路信令能力和 OSPF 带外

同步能力。 
[SwitchB-ospf-100] enable link-local-signaling 

[SwitchB-ospf-100] enable out-of-band-resynchronization 

# 配置 Switch C 作为 GR Helper，即使能 OSPF 进程 100 的本地链路信令能力和 OSPF 带外

同步能力。 
[SwitchC-ospf-100] enable link-local-signaling 

[SwitchC-ospf-100] enable out-of-band-resynchronization 

4. 验证配置 

# 打开 Switch A 的 OSPF平滑启动事件调试信息开关。在 Switch A 上以 GR方式重启 OSPF进程。 
<SwitchA> debugging ospf event graceful-restart 

<SwitchA> terminal monitor 

<SwitchA> terminal logging level 7 

<SwitchA> reset ospf 100 process graceful-restart 

Reset OSPF process? [Y/N]:y 

%Oct 21 15:29:28:727 2011 SwitchA OSPF/5/OSPF_NBR_CHG: OSPF 100 Neighbor 
192.1.1.2(Vlan-interface100) from Full to Down. 

%Oct 21 15:29:28:729 2011 SwitchA OSPF/5/OSPF_NBR_CHG: OSPF 100 Neighbor 
192.1.1.3(Vlan-interface100) from Full to Down. 

*Oct 21 15:29:28:735 2011 SwitchA OSPF/7/DEBUG: 

OSPF 100 nonstandard GR Started for OSPF Router 

*Oct 21 15:29:28:735 2011 SwitchA OSPF/7/DEBUG: 

OSPF 100 created GR wait timer,timeout interval is 40(s). 

*Oct 21 15:29:28:735 2011 SwitchA OSPF/7/DEBUG: 

OSPF 100 created GR Interval timer,timeout interval is 120(s). 

*Oct 21 15:29:28:758 2011 SwitchA OSPF/7/DEBUG: 

OSPF 100 created OOB Progress timer for neighbor 192.1.1.3. 

*Oct 21 15:29:28:766 2011 SwitchA OSPF/7/DEBUG: 

OSPF 100 created OOB Progress timer for neighbor 19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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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1 15:29:29:902 2011 SwitchA OSPF/5/OSPF_NBR_CHG: OSPF 100 Neighbor 
192.1.1.2(Vlan-interface100) from Loading to Full. 

*Oct 21 15:29:29:902 2011 SwitchA OSPF/7/DEBUG: 

OSPF 100 deleted OOB Progress timer for neighbor 192.1.1.2. 

%Oct 21 15:29:30:897 2011 SwitchA OSPF/5/OSPF_NBR_CHG: OSPF 100 Neighbor 
192.1.1.3(Vlan-interface100) from Loading to Full. 

*Oct 21 15:29:30:897 2011 SwitchA OSPF/7/DEBUG: 

OSPF 100 deleted OOB Progress timer for neighbor 192.1.1.3. 

*Oct 21 15:29:30:911 2011 SwitchA OSPF/7/DEBUG: 

OSPF GR: Process 100 Exit Restart,Reason : DR or BDR change,for neighbor : 192.1.1.3. 

*Oct 21 15:29:30:911 2011 SwitchA OSPF/7/DEBUG: 

OSPF 100 deleted GR Interval timer. 

*Oct 21 15:29:30:912 2011 SwitchA OSPF/7/DEBUG: 

OSPF 100 deleted GR wait timer. 

%Oct 21 15:29:30:920 2011 SwitchA OSPF/5/OSPF_NBR_CHG: OSPF 100 Neighbor 
192.1.1.2(Vlan-interface100) from Full to Down. 

%Oct 21 15:29:30:921 2011 SwitchA OSPF/5/OSPF_NBR_CHG: OSPF 100 Neighbor 
192.1.1.3(Vlan-interface100) from Full to Down. 

%Oct 21 15:29:33:815 2011 SwitchA OSPF/5/OSPF_NBR_CHG: OSPF 100 Neighbor 
192.1.1.3(Vlan-interface100) from Loading to Full. 

%Oct 21 15:29:35:578 2011 SwitchA OSPF/5/OSPF_NBR_CHG: OSPF 100 Neighbor 
192.1.1.2(Vlan-interface100) from Loading to Full. 

从上面的信息可以看出 Switch A 完成了 GR。 

1.21.9  OSPF NSR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S、Switch A、Switch B 属于同一 OSPF 区域，通过 OSPF 协议实现网络互连。要求对 Switch 
S 进行主备倒换时，Switch A 和 Switch B 到 Switch S 的邻居没有中断，Switch A 到 Switch B 的流

量没有中断。 

2. 组网图 

图1-16 OSPF NSR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路由器接口的 IP 地址和 OSPF 协议 

请按照上面组网图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配置过程略。 

配置各交换机之间采用 OSPF 协议进行互连，确保 Switch S、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能够

在网络层互通，并且各交换机之间能够借助 OSPF 协议实现动态路由更新。具体配置过程

略。 

(2) 配置 OSPF NSR 

Loop 0
22.22.22.22/32 Vlan-int100

12.12.12.1/24
Vlan-int100

12.12.12.2/24
Vlan-int200
14.14.14.2/24

Vlan-int200
14.14.14.1/24

Loop 0
44.44.44.44/32Switch S

Switch A Switc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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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能 Switch S 的 OSPF NSR 功能。 
<SwitchS> system-view 

[SwitchS] ospf 100 

[SwitchS-ospf-100] non-stop-routing 

[SwitchS-ospf-100] quit 

4. 验证配置 

# Switch S 进行主备倒换。 
[SwitchS] placement reoptimize 

Predicted changes to the placement 

Program                           Current location       New location 

--------------------------------------------------------------------- 

rib                               0/0                    0/0 

staticroute                       0/0                    0/0 

ospf                              0/0                    0/0 

Continue? [y/n]:y 

Re-optimization of the placement start. You will be notified on completion 

Re-optimization of the placement complete. Use 'display placement' to view the new placement 

# 查看 Switch A 上 OSPF 协议的邻居和路由。 
<SwitchA> display ospf peer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2.2.2.1 

               Neighbor Brief Information 

 

 Area: 0.0.0.0 

 Router ID       Address         Pri Dead-Time  State             Interface 

 3.3.3.1         12.12.12.2      1   37         Full/BDR          Vlan100 

<SwitchA> display ospf routing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2.2.2.1 

                   Routing Table 

 

                Topology base (MTID 0)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44.44.44.44/32     2        Stub    12.12.12.2      4.4.4.1         0.0.0.0 

 14.14.14.0/24      2        Transit 12.12.12.2      4.4.4.1         0.0.0.0 

 22.22.22.22/32     0        Stub    22.22.22.22     2.2.2.1         0.0.0.0 

 12.12.12.0/24      1        Transit 12.12.12.1      2.2.2.1         0.0.0.0 

 

 Total nets: 4 

 Intra area: 4  Inter area: 0  ASE: 0  NSSA: 0 

# 查看 Switch B 上 OSPF 协议的邻居和路由。 
<SwitchB> display ospf peer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4.4.4.1 

               Neighbor Brie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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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0.0.0.0 

 Router ID       Address         Pri Dead-Time  State             Interface 

 3.3.3.1         14.14.14.2      1   39         Full/BDR          Vlan200 

<SwitchB> display ospf routing 

 

          OSPF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4.4.4.1 

                   Routing Table 

 

                Topology base (MTID 0) 

 

 Routing for network 

 Destination        Cost     Type    NextHop         AdvRouter       Area 

 44.44.44.44/32     0        Stub    44.44.44.44     4.4.4.1         0.0.0.0 

 14.14.14.0/24      1        Transit 14.14.14.1      4.4.4.1         0.0.0.0 

 22.22.22.22/32     2        Stub    14.14.14.2      2.2.2.1         0.0.0.0 

 12.12.12.0/24      2        Transit 14.14.14.2      2.2.2.1         0.0.0.0 

 

 Total nets: 4 

 Intra area: 4  Inter area: 0  ASE: 0  NSSA: 0 

通过上面信息可以看出在 Switch S 发生主备倒换的时候，Switch A 和 Switch B 的邻居和路由信息

保持不变，从 Switch A 到 Switch B 的流量转发没有受到主备倒换的影响。 

1.21.10  OSPF与BFD联动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上运行 OSPF，网络层相互可达。 

• 当 Switch A和 Switch B通过 L2 Switch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 BFD能够快速感知通告 OSPF
协议，并且切换到 Switch C 进行通信。 

2. 组网图 

图1-17 OSPF 与 BFD 联动配置组网图 

 

 

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Switch A Vlan-int10 192.168.0.102/24 Switch B Vlan-int10 192.168.0.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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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Vlan-int11 10.1.1.102/24  Vlan-int13 13.1.1.1/24 
 Loop0 121.1.1.1/32  Loop0 120.1.1.1/32 
Switch C Vlan-int11 10.1.1.100/24    
 Vlan-int13 13.1.1.2/24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OSPF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 

[SwitchA-ospf-1] area 0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0.0 0.0.0.255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0 0.0.0.255 

[SwitchA-ospf-1-area-0.0.0.0] network 121.1.1.1 0.0.0.0 

[SwitchA-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A-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 

[SwitchB-ospf-1] area 0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92.168.0.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3.1.1.0 0.0.0.255 

[SwitchB-ospf-1-area-0.0.0.0] network 120.1.1.1 0.0.0.0 

[SwitchB-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B-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 

[SwitchC-ospf-1] area 0 

[SwitchC-ospf-1-area-0.0.0.0] network 10.1.1.0 0.0.0.255 

[SwitchC-ospf-1-area-0.0.0.0] network 13.1.1.0 0.0.0.255 

[SwitchC-ospf-1-area-0.0.0.0] quit 

[SwitchC-ospf-1] quit 

(3) 配置 BFD 功能 

# 在 Switch A 上使能 BFD 检测功能，并配置 BFD 参数。 
[SwitchA] bfd session init-mode active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ospf bfd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detect-multiplier 7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 在 Switch B 上使能 BFD 检测功能，并配置 BFD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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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bfd session init-mode active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ospf bfd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detect-multiplier 6 

[SwitchB-Vlan-interface10] quit 

4. 验证配置 

下面以 Switch A 为例，Switch B 和 Switch A 类似，不再赘述。 

# 显示 Switch A 的 BFD 信息。 
<SwitchA> display bfd session 

 

 Total Session Num: 1     Up Session Num: 1     Init Mode: Active 

 

 IPv4 Session Working Under Ctrl Mode: 

 

 LD/RD          SourceAddr      DestAddr        State    Holdtime    Interface 

 3/1            192.168.0.102   192.168.0.100   Up       1700ms      Vlan10 

# 在 Switch A 上查看 120.1.1.1/32 的路由信息，可以看出 Switch A 和 Switch B 是通过 L2 Switch
进行通信的。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20.1.1.1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20.1.1.1/32 

   Protocol: O_INTRA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1                   Age: 04h20m37s 

       Cost: 1              Preference: 1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2                OrigAs: 0 

      NibID: 0x26000002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0.0.0.0 

      Flags: 0x1008c       OrigNextHop: 192.168.0.100 

      Label: NULL          RealNextHop: 192.168.0.100 

    BkLabel: NULL            BkNextHop: N/A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N/A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过 L2 Switch 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 

# 在 Switch A 上查看 120.1.1.1/32 的路由信息，可以看出 Switch A 和 Switch B 已经切换到 Switch 
C 进行通信。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20.1.1.1 ver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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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20.1.1.1/32 

   Protocol: O_INTRA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1                   Age: 04h20m37s 

       Cost: 2              Preference: 1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2                OrigAs: 0 

      NibID: 0x26000002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0.0.0.0 

      Flags: 0x1008c       OrigNextHop: 10.1.1.100 

      Label: NULL          RealNextHop: 10.1.1.100 

    BkLabel: NULL            BkNextHop: N/A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11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N/A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1.21.11  OSPF快速重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8 所示，Switch A、Switch B和Switch C属于同一OSPF区域，通过OSPF协议实现网络互

连。要求当Switch A和Switch B之间的链路出现故障时，业务可以快速切换到链路B上。 

2. 组网图 

图1-18 OSPF 快速重路由配置组网图 

 
 

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Switch A Vlan-int100 12.12.12.1/24 Switch B Vlan-int101 24.24.24.4/24 
 Vlan-int200 13.13.13.1/24  Vlan-int200 13.13.13.2/24 
 Loop0 1.1.1.1/32  Loop0 4.4.4.4/32 
Switch C Vlan-int100 12.12.12.2/24    
 Vlan-int101 24.24.24.2/24    

 

Switch A Switch B

Switch C

Loop0

Vlan-int100

Vlan-int200 Vlan-int200

Vlan-int100 Vlan-int101

Vlan-int101

Loop0

Link A

Link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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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交换机接口的 IP 地址和 OSPF 协议 

请按照上面组网图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配置过程略。 

配置各交换机之间采用 OSPF协议进行互连，确保 Switch A、Switch B和 Switch C之间能够

在网络层互通，并且各交换机之间能够借助 OSPF 协议实现动态路由更新。 

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OSPF 快速重路由 

OSPF 支持快速重路由配置有两种配置方法，可以任选一种。 

方法一：使能 Switch A 和 Switch B 的 OSPF 快速重路由功能（通过 LFA 算法选取备份下一

跳信息）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 1 

[SwitchA-ospf-1] fast-reroute lfa 

[SwitchA-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 1 

[SwitchB-ospf-1] fast-reroute lfa 

[SwitchB-ospf-1] quit 

方法二：使能Switch A和Switch B的OSPF快速重路由功能（通过路由策略指定备份下一跳）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 prefix-list abc index 10 permit 4.4.4.4 32 

[SwitchA] route-policy frr permit node 10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if-match ip address prefix-list abc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apply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backup-nexthop 12.12.12.2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quit 

[SwitchA] ospf 1 

[SwitchA-ospf-1]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frr 

[SwitchA-ospf-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 prefix-list abc index 10 permit 1.1.1.1 32 

[SwitchB] route-policy frr permit node 10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if-match ip address prefix-list abc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apply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backup-nexthop 24.24.24.2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quit 

[SwitchB] ospf 1 

[SwitchB-ospf-1]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frr 

[SwitchB-ospf-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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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 

# 在 Switch A 上查看 4.4.4.4/32 网段路由，可以看到备份下一跳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4.4.4.4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4.4.4.4/32 

   Protocol: O_INTRA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1                    Age: 04h20m37s 

       Cost: 1               Preference: 1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2                 OrigAs: 0 

      NibID: 0x26000002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0.0.0.0 

      Flags: 0x1008c        OrigNextHop: 13.13.13.2 

      Label: NULL           RealNextHop: 13.13.13.2 

    BkLabel: NULL             BkNextHop: 12.12.12.2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0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 在 Switch B 上查看 1.1.1.1/32 网段路由，可以看到备份下一跳信息。 
[SwitchB]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1.1.1.1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1.1.1/32 

   Protocol: O_INTRA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1                    Age: 04h20m37s 

       Cost: 1               Preference: 1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2                 OrigAs: 0 

      NibID: 0x26000002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0.0.0.0 

      Flags: 0x1008c        OrigNextHop: 13.13.13.1 

      Label: NULL           RealNextHop: 13.13.13.1 

    BkLabel: NULL             BkNextHop: 24.24.24.2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1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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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常见配置错误举例 

1.22.1  OSPF邻居无法建立 

1. 故障现象 

OSPF 邻居无法建立。 

2. 分析 

如果物理连接和下层协议正常，则检查接口上配置的 OSPF 参数，必须保证与相邻路由器的参数一

致，区域号相同，网段与掩码也必须一致（点到点与虚连接的网段与掩码可以不同）。 

3. 处理过程 

(1) 使用 display ospf peer 命令查看 OSPF 邻居状态。 

(2) 使用 display ospf interface 命令查看 OSPF 接口的信息。 

(3) 检查物理连接及下层协议是否正常运行，可通过 ping 命令测试。若从本地路由器 Ping 对端

路由器不通，则表明物理连接和下层协议有问题。 

(4) 检查 OSPF 定时器，在同一接口上邻居失效时间应至少为 Hello 报文发送时间间隔的 4 倍。 

(5) 如果是 NBMA 网络，则应该使用 peer ip-address 命令手工指定邻居。 

(6) 如果网络类型为广播网或 NBMA，则至少有一个接口的路由器优先级大于零。 

1.22.2  OSPF路由信息不正确 

1. 故障现象 

OSPF 不能发现其他区域的路由。 

2. 分析 

应保证骨干区域与所有的区域相连接。若一台路由器配置了两个以上的区域，则至少有一个区域应

与骨干区域相连。骨干区域不能配置成 Stub 区域。 

在 Stub 区域内的路由器不能接收外部 AS 的路由。如果一个区域配置成 Stub 区域，则与这个区域

相连的所有路由器都应将此区域配置成 Stub 区域。 

3. 处理过程 

(1) 使用 display ospf peer 命令查看 OSPF 邻居状态。 

(2) 使用 display ospf interface 命令查看 OSPF 接口的信息。 

(3) 使用 display ospf lsdb 查看 LSDB 的信息是否完整。 

(4) 使用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ospf 命令查看区域是否配

置正确。若配置了两个以上的区域，则至少有一个区域与骨干区域相连。 

(5) 如果某区域是 Stub 区域，则该区域中的所有路由器都要配置 stub 命令；如果某区域是 NSSA
区域，则该区域中的所有路由器都要配置 nssa 命令。 

(6) 如果配置了虚连接，使用 display ospf vlink 命令查看 OSPF 虚连接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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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策略路由 

1.1  策略路由简介 

与单纯依照 IP 报文的目的地址查找路由表进行转发不同，策略路由是一种依据用户制定的策略进行

路由转发的机制。策略路由可以对于满足一定条件（ACL 规则）的报文，执行指定的操作（设置报

文的下一跳）。 

1.1.1  报文的转发流程 

报文到达后，其后续的转发流程如下： 

• 首先根据配置的策略路由转发。 

• 若找不到匹配的节点，或虽然找到了匹配的节点但指导报文转发失败时，根据路由表中除缺

省路由之外的路由来转发报文。 

• 若转发失败，则再根据缺省路由来转发报文。 

1.1.2  策略路由类型 

根据作用对象的不同，策略路由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 本地策略路由：对设备本身产生的报文（比如本地发出的 ping 报文）起作用，指导其发送。 

• 转发策略路由：对接口接收的报文起作用，指导其转发。 

1.1.3  策略简介 

策略用来定义报文的匹配规则，以及对报文执行的操作。策略由节点组成。 

一个策略可以包含一个或者多个节点。节点的构成如下： 

• 每个节点由节点编号来标识。节点编号越小节点的优先级越高，优先级高的节点优先被执行。 

• 每个节点的具体内容由 if-match 子句和 apply 子句来指定。if-match 子句定义该节点

的匹配规则，apply 子句定义该节点的动作。 

• 每个节点对报文的处理方式由匹配模式决定。匹配模式分为 permit（允许）和 deny（拒绝）

两种。 

应用策略后，系统将根据策略中定义的匹配规则和操作，对报文进行处理：系统按照优先级从高到

低的顺序依次匹配各节点，如果报文满足这个节点的匹配规则，就执行该节点的动作；如果报文不

满足这个节点的匹配规则，就继续匹配下一个节点；如果报文不能满足策略中任何一个节点的匹配

规则，则根据路由表来转发报文。 

1. if-match子句关系 

目前，策略路由支持通过 if-match acl 子句设置 ACL 匹配规则，在一个节点中只能配置一条

if-match acl 子句。 

2. apply子句关系 

目前，策略路由仅提供了一种 apply 子句，即 apply next-hop，用来设置报文转发的下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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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节点的匹配模式与节点的if-match子句、apply子句的关系 

一个节点的匹配模式与这个节点的if-match子句、apply子句的关系如 表 1-1 所示。 

表1-1 节点的匹配模式、if-match 子句、apply 子句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否满足所有

if-match 子句 

节点匹配模式 

permit（允许模式） deny（拒绝模式） 

是 

• 如果节点配置了apply子句，则执行此节点apply子句，

如果节点指导报文转发成功，则不再匹配下一节点 

• 如果节点未配置 apply 子句，则不会执行任何动作，且

不再匹配下一节点，报文将根据路由表来进行转发 

不执行此节点apply子句，

不再匹配下一节点，报文将

根据路由表来进行转发 

否 不执行此节点apply子句，继续匹配下一节点 不执行此节点apply子句，

继续匹配下一节点 

 

 

如果一个节点中未配置任何 if-match 子句，则认为所有报文都满足该节点的匹配规则，按照“报

文满足所有 if-match 子句”的情况进行后续处理。 

 

1.1.4  策略路由与Track联动 

策略路由通过与 Track 联动，增强了应用的灵活性和对网络环境变化的动态感知能力。 

策略路由可以在配置报文的下一跳时与 Track 项关联，根据 Track 项的状态来动态地决定策略的可

用性。策略路由配置仅在关联的Track项状态为Positive或NotReady时生效。关于策略路由与Track
联动的详细介绍和相关配置，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Track”。 

1.2  策略路由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目的为本机的报文匹配 PBR 策略，那么设备会执行策略中的 apply 动作，包括转发动作。在

配置 PBR 策略时，请注意规避这种情况的发生。 

1.3  策略路由配置任务简介 

策略路由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策略 

a. 创建策略节点 

b. 配置策略节点的匹配规则 

c. 配置策略节点的动作 

(2) 应用策略 

请选择以下至少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对本地报文应用策略 

对接口转发的报文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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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配置策略 

1.4.1  创建策略节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策略节点，并进入策略节点视图。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1.4.2  配置策略节点的匹配规则 

1.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策略节点视图。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3) 设置 ACL 匹配规则。 
if-match acl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 ACL 匹配规则。 

策略路由不支持匹配二层信息的 ACL 匹配规则。 

设置 ACL匹配规则时，对于 ACL规则的 permit/deny动作以及 time-range指定的规则生效时

间段等的处理机制不再生效。 

1.4.3  配置策略节点的动作 

1. 功能简介 

用户通过配置 apply 子句指导策略节点的动作。目前，策略路由仅提供了一种 apply 子句，即

apply next-hop，用来设置报文转发的下一跳。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设置报文转发的下一跳时，对于配置接口出方向策略路由，仅支持直连下一跳，且仅支持一个下

一跳。 

策略路由通过查询 FIB 表中是否存在下一跳或缺省下一跳地址对应的条目，判断设置的报文转发下

一跳或缺省下一跳地址是否可用。策略路由周期性检查 FIB 表，设备到下一跳的路径发生变化时，

策略路由无法及时感知，可能会导致通信发生短暂中断。 

3. 配置指导报文转发类动作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策略节点视图。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3) 设置报文转发的下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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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next-hop  { ip-address [ direct ] [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1-2>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报文转发的下一跳。 

用户通过一次或多次配置本命令可以同时配置多个下一跳，每个节点最多可以配置 2 个下一

跳，这些下一跳起到主备的作用。 

1.5  应用策略 

1.5.1  对本地报文应用策略 

1. 功能简介 

通过本配置，可以将已经配置的策略应用到本地，指导设备本身产生报文的发送。应用策略时，该

策略必须已经存在，否则配置将失败。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对本地报文只能应用一个策略。应用新的策略前必须删除本地原来已经应用的策略。 

• 若无特殊需求，建议用户不要对本地报文应用策略。否则，有可能会对本地报文的发送造成

不必要的影响（如 ping、telnet 服务的失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对本地报文应用策略。 
ip local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未对本地报文应用策略。 

1.5.2  对接口转发的报文应用策略 

1. 功能简介 

通过本配置，可以将已经配置的策略应用到接口，指导接口接收的所有报文的转发。应用策略时，

该策略必须已经存在，否则配置将失败。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对接口转发的报文应用策略时，一个接口只能应用一个策略。应用新的策略前必须删除接口

上原来已经应用的策略。 

• 一个策略可以同时被多个接口应用。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对接口转发的报文应用策略。 
ip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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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对接口转发的报文应用策略。 

1.6  策略路由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策略路由后的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策略路由的统计信息。 

表1-2 策略路由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已经配置的策略 display ip policy-based-route [ policy 
policy-name ] 

显示接口下转发策略路由的配置信息和统计信息 
display ip policy-based-rout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本地策略路由的配置信息和统计信息 display ip policy-based-route local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已经应用的策略路由信息 display ip policy-based-route setup 

清除策略路由的统计信息 reset ip policy-based-route statistics 
[ policy policy-name ] 

 

1.7  策略路由典型配置举例 

1.7.1  基于报文协议类型的本地策略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 分别与 Switch B 和 Switch C 直连（保证 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路由完全不可达）。通

过策略路由控制 Switch A 产生的报文： 

• 指定所有 TCP 报文的下一跳为 1.1.2.2； 

• 其它报文仍然按照查找路由表的方式进行转发。 

2. 组网图 

图1-1 基于报文协议类型的本地策略路由的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创建 VLAN 10 和 VLAN 20。 

Switch A

Switch B

Switch C

Vlan-int20
1.1.3.1/24

Vlan-int10
1.1.2.1/24

Vlan-int20
1.1.3.2/24

Vlan-int10
1.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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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10 

[SwitchA-vlan10] quit 

[SwitchA] vlan 20 

[SwitchA-vlan2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 和 Vlan-interface20 的 IP 地址。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1.2.1 24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1.1.3.1 24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 定义访问控制列表 ACL 3101，用来匹配 TCP 报文。 
[SwitchA] acl advanced 3101 

[SwitchA-acl-ipv4-adv-3101] rule permit tcp 

[SwitchA-acl-ipv4-adv-3101] quit 

# 定义 5 号节点，指定所有 TCP 报文的下一跳为 1.1.2.2。 
[SwitchA] policy-based-route aaa permit node 5 

[SwitchA-pbr-aaa-5] if-match acl 3101 

[SwitchA-pbr-aaa-5] apply next-hop 1.1.2.2 

[SwitchA-pbr-aaa-5] quit 

# 在 Switch A 上应用本地策略路由。 
[SwitchA] ip local policy-based-route aaa 

(2) 配置 Switch B 

# 创建 VLAN 10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vlan 10 

[SwitchB-vlan1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 的 IP 地址。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1.2.2 24 

(3) 配置 Switch C 

#创建 VLAN 20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vlan 20 

[SwitchC-vlan2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20 的 IP 地址。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C-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1.1.3.2 24 

4. 验证配置 

从 Switch A 上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 Switch B（1.1.2.2/24），结果成功。 

从 Switch A 上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 Switch C（1.1.3.2/24），结果失败。 

从 Switch A 上 ping Switch C（1.1.3.2/24），结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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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Telnet 使用的是 TCP 协议，ping 使用的是 ICMP 协议，所以由以上结果可证明：Switch A 发

出的 TCP 报文的下一跳为 1.1.2.2，接口 Vlan-interface20 不发送 TCP 报文，但可以发送非 TCP
报文，策略路由设置成功。 

1.7.2  基于报文协议类型的转发策略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 分别与 Switch B 和 Switch C 直连（保证 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路由完全不可达）。 

通过策略路由控制从 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11 接收的报文： 

• 指定所有 TCP 报文的下一跳为 1.1.2.2； 

• 其它报文仍然按照查找路由表的方式进行转发。 

2. 组网图 

图1-2 基于报文协议类型的转发策略路由的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配置前请确保 Switch B 和 Host A，Switch C 和 Host A 之间路由可达。 

(1) 配置 Switch A 

# 创建 VLAN 10 和 VLAN 20。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10 

[SwitchA-vlan10] quit 

[SwitchA] vlan 20 

[SwitchA-vlan2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 和 Vlan-interface20 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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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1.2.1 24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1.1.3.1 24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 定义访问控制列表 ACL 3101，用来匹配 TCP 报文。 
[SwitchA] acl advanced 3101 

[SwitchA-acl-ipv4-adv-3101] rule permit tcp 

[SwitchA-acl-ipv4-adv-3101] quit 

# 定义 5 号节点，指定所有 TCP 报文的下一跳为 1.1.2.2。 
[SwitchA] policy-based-route aaa permit node 5 

[SwitchA-pbr-aaa-5] if-match acl 3101 

[SwitchA-pbr-aaa-5] apply next-hop 1.1.2.2 

[SwitchA-pbr-aaa-5]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1 上应用转发策略路由，处理此接口接收的报文。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 

[SwitchA-Vlan-interface11] ip address 10.110.0.10 24 

[SwitchA-Vlan-interface11] ip policy-based-route aaa 

[SwitchA-Vlan-interface11] quit 

4. 验证配置 

从 Host A 上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 Switch B，结果成功。 

从 Host A 上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 Switch C，结果失败。 

从 Host A 上 ping Switch C，结果成功。 

由于 Telnet 使用的是 TCP 协议，ping 使用的是 ICMP 协议，所以由以上结果可证明：从 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11 接收的 TCP 报文的下一跳为 1.1.2.2，接口 Vlan-interface20 不转发 TCP
报文，但可以转发非 TCP 报文，策略路由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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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v6 静态路由 

1.1  IPv6静态路由简介 

静态路由是一种特殊的路由，由管理员手工配置。当网络结构比较简单时，只需配置静态路由就可

以使网络正常工作。 

静态路由不能自动适应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当网络发生故障或者拓扑发生变化后，必须由网络管

理员手工修改配置。 

IPv6 静态路由与 IPv4 静态路由类似，适合于一些结构比较简单的 IPv6 网络。 

1.2  配置IPv6静态路由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Pv6 静态路由。 
ipv6 route-static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next-hop-address ] | next-hop-address } [ permanent ] 
[ preference preference ] [ tag tag-value ] [ description tex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v6 静态路由。 

(3)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v6 静态路由。（可选）配置 IPv6 静态路由的缺省优先级。 
ipv6 route-static default-preference default-preference 

缺省情况下，IPv6 静态路由的缺省优先级为 60。 

1.3  配置IPv6静态路由删除 

1. 功能简介 

使用 undo ipv6 route-static 命令可以删除一条 IPv6 静态路由，而使用 delete ipv6 

static-routes all 命令可以删除包括缺省路由在内的所有 IPv6 静态路由。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删除所有 IPv6 静态路由。 
delete ipv6 static-route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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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配置IPv6静态路由与BFD联动 

1.4.1  功能简介 

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双向转发检测）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标准化的、介质无

关、协议无关的快速故障检测机制，可以为上层协议（如路由协议等）统一地快速检测两台路由器

间双向转发路径的故障。使能 IPv6 与 BFD 联动功能后，BFD 将对 IPv6 静态路由的下一跳可达性

进行快速检测。当检测到下一跳不可达时，相应的 IPv6 静态路由将会被删除。 

关于 BFD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BFD”。 

1.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路由振荡时，使能 BFD 功能可能会加剧振荡，请谨慎使用。 

1.4.3  配置双向检测 

1. 功能简介 

双向检测，即本端和对端需要同时进行配置，通过控制报文检测两个方向上的链路状态，实现毫秒

级别的链路故障检测。 

双向检测支持直连下一跳和非直连下一跳： 

• 直连下一跳是指下一跳和本端是直连的，配置时必须指定出接口和下一跳。 

• 非直连下一跳是指下一跳和本端不是直连的，中间还有其它设备。配置时必须指定下一跳和

BFD 源 IPv6 地址。 

2. 配置直连下一跳双向检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ipv6 route-static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next-hop-address bfd control-packet [ bfd-source 
ipv6-address ] [ preference preference ] [ tag tag-value ] [ description 
tex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v6 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3. 配置非直连下一跳双向检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ipv6 route-static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next-hop-address bfd 
control-packet bfd-source ipv6-address } [ preference preference ] [ tag 
tag-value ] [ description tex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v6 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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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配置单跳检测 

1. 功能简介 

单跳检测，即只需要本端进行配置，通过 echo 报文检测链路的状态。echo 报文的目的地址为本端

接口地址，发送给下一跳设备后会直接转发回本端。这里所说的“单跳”是 IPv6 的一跳。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IPv6 静态路由的出接口为处于 SPOOFING 状态时，不能使用 BFD 进行检测。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echo 报文的源 IPv6 地址。 
bfd echo-source-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cho 报文的源 IPv6 地址。 

echo 报文源 IPv6 地址仅支持全球单播地址。 

本命令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可靠性命令参考”中的“BFD”。 

(3) 配置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ipv6 route-static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next-hop-address bfd echo-packet [ bfd-source 
ipv6-address ] [ preference preference ] [ tag tag-value ] [ description 
tex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v6 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 

下一跳 IPv6 地址必须为全球单播地址。 

1.5  IPv6静态路由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查看 IPv6 静态路由配置的运行情况并检验配

置结果。 

表1-1 IPv6 静态路由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Pv6静态路由下一跳信息 display ipv6 route-static nib [ nib-id ] [ verbose ] 

显示IPv6静态路由表信息 display ipv6 route-static routing-table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查看IPv6静态路由表信息（本命

令的详细情况请参见“三层技术

-IP路由命令参考”中的“IP路由

基础”）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 inactive | 
verbo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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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Pv6静态路由典型配置举例 

1.6.1  IPv6 静态路由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要求 

要求各交换机之间配置 IPv6 静态路由后，可以使所有主机和交换机之间互通。 

2. 组网图 

图1-1 IPv6 静态路由基本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 VLAN 虚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IPv6 静态路由 

# 在 Switch A 上配置 IPv6 缺省路由。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v6 route-static :: 0 4::2 

# 在 Switch B 上配置两条 IPv6 静态路由。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v6 route-static 1:: 64 4::1 

[SwitchB] ipv6 route-static 3:: 64 5::1 

# 在 Switch C 上配置 IPv6 缺省路由。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ipv6 route-static :: 0 5::2 

(3) 配置主机地址和网关 

根据组网图配置好各主机的 IPv6 地址，并将 Host A 的缺省网关配置为 1::1，Host B 的缺省

网关配置为 2::1，Host C 的缺省网关配置为 3::1。 

4. 验证配置 

# 查看 Switch A 的 IPv6 静态路由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Summary Coun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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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                                          Protocol  : Static 

NextHop    : 4::2                                        Preference: 60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200                           Cost      : 0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Inactive> 

Summary Count : 0 

# 查看 Switch B 的 IPv6 静态路由信息。 
[SwitchB]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Summary Count : 2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2 

 

Destination: 1::/64                                      Protocol  : Static 

NextHop    : 4::1                                        Preference: 60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200                           Cost      : 0 

 

Destination: 3::/64                                      Protocol  : Static 

NextHop    : 5::1                                        Preference: 60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300                           Cost      : 0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Inactive> 

Summary Count : 0 

# 使用 Ping 进行验证。 
[SwitchA] ping ipv6 3::1 

Ping6(56 data bytes) 4::1 --> 3::1,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3::1, icmp_seq=0 hlim=62 time=0.700 ms 

56 bytes from 3::1, icmp_seq=1 hlim=62 time=0.351 ms 

56 bytes from 3::1, icmp_seq=2 hlim=62 time=0.338 ms 

56 bytes from 3::1, icmp_seq=3 hlim=62 time=0.373 ms 

56 bytes from 3::1, icmp_seq=4 hlim=62 time=0.316 ms 

 

--- Ping6 statistics for 3::1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0.316/0.416/0.700/0.143 ms 

1.6.2  IPv6 静态路由与BFD联动（直连）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Switch A 上配置 IPv6 静态路由可以到达 120::/64 网段，在 Switch B 上配置 IPv6 静态路由

可以到达 121::/64 网段，并都使能 BFD 检测功能。 

• 在 Switch C 上配置 IPv6 静态路由可以到达 120::/64 网段和 121::/64 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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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过 L2 Switch 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BFD 能够快速感知，并且切

换到 Switch C 进行通信。 

2. 组网图 

图1-2 IPv6 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直连）配置组网图 

 

设备 接口 IPv6地址 设备 接口 IPv6地址 
Switch A Vlan-int10 12::1/64 Switch B Vlan-int10 12::2/64 
 Vlan-int11 10::102/64  Vlan-int13 13::1/64 
Switch C Vlan-int11 10:: 100/64    
 Vlan-int13 13::2/64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IPv6 静态路由和 BFD 

# 在 Switch A 上配置静态路由，并使能 BFD 检测功能，使用双向检测方式。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detect-multiplier 9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A] ipv6 route-static 120:: 64 vlan-interface 10 12::2 bfd control-packet 

[SwitchA] ipv6 route-static 120:: 64 10::100 preference 65 

[SwitchA] quit 

# 在 Switch B 上配置 IPv6 静态路由，并使能 BFD 检测功能，使用双向检测方式。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detect-multiplier 9 

[SwitchB-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B] ipv6 route-static 121:: 64 vlan-interface 10 12::1 bfd control-packet 

[SwitchB] ipv6 route-static 121:: 64 13::2 preference 65 

[SwitchB] quit 

# 在 Switch C 上配置静态路由。 
<SwitchC>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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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 ipv6 route-static 120:: 64 13::1 

[SwitchC] ipv6 route-static 121:: 64 10::102 

4. 验证配置 

下面以 Switch A 为例，Switch B 和 Switch A 类似，不再赘述。 

# 查看 BFD 会话，可以看到 BFD 会话已经创建。 
<SwitchA> display bfd session 

 

 Total Session Num: 1     Up Session Num: 1     Init Mode: Active 

 

 IPv6 Session Working Under Ctrl Mode: 

 

       Local Discr: 513                 Remote Discr: 33 

         Source IP: 12::1 

    Destination IP: 12::2 

     Session State: Up                      Interface: Vlan10 

         Hold Time: 2012ms 

# 查看静态路由，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L2 Switch 到达 Switch B。 
<SwitchA>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Summary Count : 1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20::/64                                    Protocol  : Static 

NextHop    : 12::2                                       Preference: 60 

Interface  : Vlan10                                      Cost      : 0 

 

Direct Routing table Status : <Inactive> 

Summary Count : 0 

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过 L2 Switch 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 

# 查看 IPv6 静态路由，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Switch C 到达 Switch B。 
<SwitchA>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Summary Count : 1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20::/64                                    Protocol  : Static 

NextHop    : 10::100                                     Preference: 65 

Interface  : Vlan11                                      Cost      : 0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 Inactive> 

Summary Coun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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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IPv6 静态路由与BFD联动（非直连）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Switch A 上配置 IPv6 静态路由可以到达 120::/64 网段，在 Switch B 上配置 IPv6 静态路由

可以到达 121::/64 网段，并都使能 BFD 检测功能。 

• 在 Switch C 和 Switch D 上配置 IPv6 静态路由可以到达 120::/64 网段和 121::/64 网段。 

• Switch A 存在到 Switch B 的接口 Loopback1（2::9/128）的路由，出接口为 Vlan-interface10；
Switch B 存在到 Switch A 的接口 Loopback1（1::9/128）的路由，出接口为 Vlan-interface12；
Switch D存在到 1::9/128的路由，出接口为Vlan-interface10，存在到 2::9/128的路由，出接

口为 Vlan-interface12。 

• 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过 Switch D 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BFD 能够快速感知，并且切

换到 Switch C 进行通信。 

2. 组网图 

图1-3 IPv6 静态路由与 BFD 联动（非直连）配置组网图 

  
设备 接口 IPv6地址 设备 接口 IPv6地址 
Switch A Vlan-int10 12::1/64 Switch B Vlan-int12 11::2/64 
 Vlan-int11 10::102/64  Vlan-int13 13::1/64 
 Loop1 1::9/128  Loop1 2::9/128 
Switch C Vlan-int11 10::100/64 Switch D Vlan-int10 12::2/64 
 Vlan-int13 13::2/64  Vlan-int12 11::1/64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IPv6 静态路由和 BFD 

# 在 Switch A 上配置 IPv6 静态路由，并使能 BFD 检测功能，使用双向检测方式。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bfd multi-hop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A] bfd multi-hop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A] bfd multi-hop detect-multiplier 9 

[SwitchA] ipv6 route-static 120:: 64 2::9 bfd control-packet bfd-source 1::9 

[SwitchA] ipv6 route-static 120:: 64 10::100 preference 65 

[SwitchA] ipv6 route-static 2::9 128 12::2 

[SwitchA] quit 

Switch A Switch B

Switch C

BFD

Vlan-int10

Vlan-int11

Vlan-int11 Vlan-int13

Vlan
-in

t13
Vlan-int10

121::/64 120::/64

Switch D
Vlan-int12

Vlan-int12

Loop1
1::9/128

Loop1
2::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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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witch B 上配置 IPv6 静态路由，并使能 BFD 检测功能，使用双向检测方式。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bfd multi-hop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B] bfd multi-hop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B] bfd multi-hop detect-multiplier 9 

[SwitchB] ipv6 route-static 121:: 64 1::9 bfd control-packet bfd-source 2::9 

[SwitchB] ipv6 route-static 121:: 64 13::2 preference 65 

[SwitchB] ipv6 route-static 1::9 128 11::1 

[SwitchB] quit 

# 在 Switch C 上配置静态路由。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ipv6 route-static 120:: 64 13::1 

[SwitchC] ipv6 route-static 121:: 64 10::102 

# 在 Switch D 上配置静态路由。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ipv6 route-static 120:: 64 11::2 

[SwitchD] ipv6 route-static 121:: 64 12::1 

[SwitchD] ipv6 route-static 2::9 128 11::2 

[SwitchD] ipv6 route-static 1::9 128 12::1 

4. 验证配置 

下面以 Switch A 为例，Switch B 和 Switch A 类似，不再赘述。 

# 查看 BFD 会话，可以看到 BFD 会话已经创建。 
<SwitchA> display bfd session 

 

 Total Session Num: 1     Up Session Num: 1     Init Mode: Active 

 

 IPv6 Session Working Under Ctrl Mode: 

 

       Local Discr: 513                 Remote Discr: 33 

         Source IP: 1::9 

    Destination IP: 2::9 

     Session State: Up                      Interface: N/A 

         Hold Time: 2012ms 

# 查看 IPv6 静态路由，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Switch D 到达 Switch B。 
<SwitchA>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Summary Count : 1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20::/64                                    Protocol  : Static 

NextHop    : 2::9                                        Preference: 60 

Interface  : Vlan10                                      Cost      : 0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In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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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ount : 0 

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过 Switch D 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 

# 查看 IPv6 静态路由，可以看到 Switch A 经过 Switch C 到达 Switch B。 
<SwitchA>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protocol static 

 

Summary Count : 1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Activ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20::/64                                    Protocol  : Static 

NextHop    : 10::100                                     Preference: 65 

Interface  : Vlan11                                      Cost      : 0 

 

Static Routing table Status : <Inactive> 

Summary Coun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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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v6 缺省路由 
IPv6 缺省路由是在路由器没有找到匹配的 IPv6 路由表项时使用的路由。 

IPv6 缺省路由有两种生成方式： 

• 第一种是网络管理员手工配置。配置请参见“1.2  配置IPv6 静态路由”，指定的目的地址为::/0
（前缀长度为 0）。 

• 第二种是动态路由协议生成（如 OSPFv3 和 RIPng），由路由能力比较强的路由器将 IPv6 缺

省路由发布给其它路由器，其它路由器在自己的路由表里生成指向那台路由器的缺省路由。

配置请参见各个路由协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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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Png 
1.1  RIPng简介 

RIPng（RIP next generation，下一代 RIP 协议）是基于距离矢量（Distance-Vector）算法的协议。

它通过 UDP 报文交换路由信息，使用的端口号为 521。RIPng 是对原来的 IPv4 网络中 RIP-2 协议

的扩展，大多数 RIP 的概念都可以用于 RIPng。 

1.1.1  RIPng的路由度量值 

RIPng 使用跳数来衡量到达目的地址的距离（也称为度量值或开销）。在 RIPng 中，从一个路由器

到其直连网络的跳数为 0，通过与其相连的路由器到达另一个网络的跳数为 1，其余以此类推。当

跳数大于或等于 16 时，目的网络或主机就被定义为不可达。 

1.1.2  RIPng的路由数据库 

每个运行 RIPng 的路由器都管理一个路由数据库，该路由数据库包含了到所有可达目的地的路由项，

这些路由项包含下列信息： 

• 目的地址：主机或网络的 IPv6 地址。 

• 下一跳地址：为到达目的地，需要经过的相邻路由器的接口 IPv6 地址。 

• 出接口：转发 IPv6 报文通过的出接口。 

• 度量值：本路由器到达目的地的开销。 

• 路由时间：从路由项最后一次被更新到现在所经过的时间，路由项每次被更新时，路由时间

重置为 0。 

• 路由标记（Route Tag）：用于标识外部路由，以便在路由策略中根据 Tag 对路由进行灵活的

控制。关于路由策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三层技术-IP 路由配置指导”中的“路由策略”。 

1.1.3  RIPng报文及路由发布过程 

RIPng 有两种报文：Request 报文和 Response 报文，并采用组播方式发送报文，使用链路本地地

址 FF02::9 作为 RIPng 路由更新的目的地址；使用链路本地地址 FE80::/10 作为 RIPng 路由更新的

源地址。 

当 RIPng 路由器启动后或者需要更新部分路由表项时，便会发出 Request 报文，向邻居请求需要

的路由信息。 

Response 报文包含本地路由表的信息，一般在下列情况下产生： 

• 对某个 Request 报文进行响应 

• 作为更新报文周期性地发出 

• 在路由发生变化时触发更新 

收到 Request 报文的 RIPng 路由器会以 Response 报文形式发回给请求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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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 Response 报文的路由器会更新自己的 RIPng 路由表。为了保证路由的准确性，RIPng 路由器

会对收到的 Response 报文进行有效性检查，比如源 IPv6 地址是否是链路本地地址，端口号是否

正确等，没有通过检查的报文会被忽略。 

1.1.4  协议规范 

与 RIPng 相关的规范有： 

• RFC 2080：RIPng for IPv6 

• RFC 2081：RIPng Protocol Applicability Statement 

1.2  RIPng配置任务简介 

RIPng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RIPng的基本功能 

(2) （可选）配置RIPng的路由信息控制 

 配置接口附加度量值 

 配置RIPng路由聚合 

 配置RIPng发布缺省路由 

 配置RIPng对接收/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配置RIPng协议优先级 

 配置RIPng引入外部路由 

(3) （可选）调整和优化RIPng网络 

 配置RIPng定时器 

 配置水平分割和毒性逆转 

 配置RIPng报文的发送速率 

 配置RIPng触发更新的时间间隔 

(4) （可选）提高 RIPng 的可靠性 

 配置RIPng GR 

 配置RIPng NSR 

 配置RIPng快速重路由 

(5) （可选）提高RIPng的安全性 

 配置RIPng报文的零域检查 

 配置IPsec 

1.3  配置RIPng的基本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ng 视图。 
ripng [ process-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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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系统没有运行 RIPng。 

(3)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5) 在接口上使能 RIPng 路由协议。 
ripng process-id enable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的 RIPng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如果接口没有使能 RIPng，那么 RIPng 进程在该接口上既不发送也不接收 RIPng 路由。 

1.4  配置RIPng的路由信息控制 

1.4.1  配置接口附加度量值 

1. 功能简介 

附加度量值是在 RIPng 路由原来度量值的基础上所增加的度量值（跳数），包括发送附加度量值和

接收附加度量值。 

• 发送附加度量值：不会改变路由表中的路由度量值，仅当接口发送 RIPng 路由信息时才会添

加到发送路由上。 

• 接收附加度量值：会影响接收到的路由度量值，接口接收到一条合法的 RIPng 路由时，在将

其加入路由表前会把附加度量值加到该路由上。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设置接口接收 RIPng 路由时的附加度量值。 
ripng metricin 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接收 RIPng 路由时的附加度量值为 0。 

(4) 设置接口发送 RIPng 路由时的附加度量值。 
ripng metricout 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发送 RIPng 路由时的附加度量值为 1。 

1.4.2  配置RIPng路由聚合 

1. 功能简介 

RIPng 的路由聚合是在接口上实现的，在接口上配置路由聚合，此时可以将 RIPng 要在这个接口上

发布出去的路由按最长匹配原则聚合后发布出去。 

RIPng 路由聚合可提高网络的可扩展性和效率，缩减路由表。 

RIPng 将多条路由聚合成一条路由时，聚合路由的 Metric 值将取所有路由 Metric 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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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RIPng 从接口发布出去的路由有两条：11:11:11::24 Metric=2 和 11:11:12::34 Metric=3，在

此接口上配置的聚合路由为 11::0/16，则最终发布出去的路由为 11::0/16 Metric=2。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RIPng 在接口发布聚合的 IPv6 地址，并指定被聚合的路由的 IPv6 前缀。 
ripng summary-address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RIPng 在接口发布聚合的 IPv6 地址。 

1.4.3  配置RIPng发布缺省路由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配置 RIP 以指定度量值向邻居发布一条缺省路由。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RIPng 发布缺省路由。 
ripng default-route { only | originate } [ cost cost-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 

缺省情况下，RIPng 进程不发布缺省路由。 

缺省路由将被强制通过指定接口的路由更新报文发布出去，该路由的发布不考虑其是否已经

存在于本设备的 IPv6 路由表中。 

1.4.4  配置RIPng对接收/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通过使用 IPv6 ACL 和 IPv6 前缀列表对接收到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只有通过过滤的路由才

能被加入到 RIPng 路由表；此外，还可对本机所有要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包括从其它路由协议引

入的路由和从邻居学到的 RIPng 路由，只有通过过滤的路由才能被发布给 RIPng 邻居。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ng 视图。 
ripng [ process-id ] 

(3) 对接收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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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policy { ipv6-acl-number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import 

缺省情况下，RIPng 不对接收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4) 对发布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ipv6-acl-number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export 
[ protocol [ process-id ] ] 

缺省情况下，RIPng 不对发布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1.4.5  配置RIPng协议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任何路由协议都具备特有的协议优先级，在设备进行路由选择时能够在不同的协议中选择最佳路由。

可以手工设置 RIPng 协议的优先级，设置的值越小，其优先级越高。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ng 视图。 
ripng [ process-id ] 

(3) 配置 RIPng 路由的优先级。 
preference { preferenc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 

缺省情况下，RIPng 路由的优先级为 100。 

1.4.6  配置RIPng引入外部路由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ng 视图。 
ripng [ process-id ] 

(3) 引入外部路由。 

 配置 RIPng 引入直连或静态路由。 

import-route { direct | static } [ cost cost-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 

 配置 RIPng 引入 ospfv3 协议或其他 ripng 进程的路由。 

import-route {  ospfv3 | ripng } [ process-id ] [ allow-direct | cost 
cost-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 

缺省情况下，RIPng 不引入其它路由。 

(4) （可选）配置引入路由的缺省度量值。 
default cost cost-value 

缺省情况下，引入路由的缺省度量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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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调整和优化RIPng网络 

1.5.1  配置RIPng定时器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通过调节 RIPng 定时器来调整 RIPng 路由协议的性能，以满足网络需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配置 RIPng 定时器时需要注意，定时器值的调整应考虑网络的性能，并在所有运行 RIPng 的路

由器上进行统一配置，避免增加不必要的网络流量。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ng 视图。 
ripng [ process-id ] 

(3) 配置 RIPng 定时器的值。 
timers { garbage-collect garbage-collect-value | suppress 
suppress-value | timeout timeout-value | update update-value } * 

缺省情况下，Update 定时器的值为 30 秒，Timeout 定时器的值为 180 秒，Suppress 定时器

的值为 120 秒，Garbage-collect 定时器的值为 120 秒。 

1.5.2  配置水平分割和毒性逆转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如果同时配置了水平分割和毒性逆转，则只有毒性逆转功能生效。 

• 配置水平分割可以使得从一个接口学到的路由不能通过此接口向外发布，用于避免相邻路由

器间的路由环路。因此，建议不要关闭水平分割。 

• 配置毒性逆转可以使得从一个接口学到的路由还可以从这个接口向外发布，但此时这些路由

的度量值已设置为 16，即不可达。 

2. 配置水平分割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使能水平分割功能。 
ripng split-horizon 

缺省情况下，水平分割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3. 配置毒性逆转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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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使能毒性逆转功能。 
ripng poison-reverse 

缺省情况下，毒性逆转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3  配置RIPng报文的发送速率 

1. 功能简介 

RIPng 周期性地将路由信息放在 RIPng 报文中向邻居发送。 

如果路由表里的路由条目数量很多，同时发送大量 RIPng 协议报文有可能会对当前设备和网络带宽

带来冲击；因此，路由器将 RIPng 协议报文分为多个批次进行发送，并且对 RIPng 接口每次允许

发送的 RIPng 协议报文最大个数做出限制。 

用户可根据需要配置接口发送 RIPng 报文的时间间隔以及接口一次发送 RIPng 报文的最大个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RIPng 报文的发送速率。 

 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 RIP 视图下配置 RIPng 报文发送速率。 
ripng [ process-id ] 

output-delay time count count 

缺省情况下，接口发送 RIPng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20 毫秒，一次最多发送 3 个 RIPng 报

文。 

 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接口视图下配置 RIPng 报文发送速率。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ripng output-delay time count count 

缺省情况下，接口发送 RIPng 报文的速率以 RIPng 进程配置的为准。 

1.5.4  配置RIPng触发更新的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RIPng 路由信息变化后将以触发更新的方式通知邻居设备，加速邻居设备的路由收敛。如果路由信

息频繁变化，且每次变化都立即发送触发更新，将会占用大量系统资源，并影响路由器的效率。通

过调节触发更新的时间间隔，可以抑制由于路由信息频繁变化带来的影响。本命令在路由信息变化

不频繁的情况下将连续触发更新的时间间隔缩小到 minimum-interval，而在路由信息变化频繁

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相应惩罚，增加 incremental-interval×2n-2（n 为连续触发更新的次数），

将等待时间按照配置的惩罚增量延长，最大不超过 maximum-interva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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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 RIPng 视图。 
ripng [ process-id ] 

(3) 配置 RIPng 触发更新的时间间隔。 
timer triggered maximum-interval [ minimum-interval 
[ incremental-interval ] ] 

缺省情况下，发送触发更新的最大时间间隔为 5 秒，最小间隔为 50 毫秒，增量惩罚间隔为 200
毫秒。 

1.6  配置RIPng GR 

1. 功能简介 

GR（Graceful Restart，平滑重启）是一种在协议重启或主备倒换时 RIPng 进行平滑重启，保证转

发业务不中断的机制。 

GR 有两个角色： 

• GR Restarter：发生协议重启或主备倒换事件且具有 GR 能力的设备。 

• GR Helper：和 GR Restarter 具有邻居关系，协助完成 GR 流程的设备。 

在普通的路由协议重启的情况下，路由器需要重新学习 RIPng 路由，并更新 FIB 表，此时会引起网

络暂时的中断，基于 RIPng 的 GR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应用了 GR 特性的设备向外发送 RIPng 全部路由表请求报文，重新从邻居处学习 RIPng 路由，在

此期间 FIB 表不变化。在路由协议重启完毕后，设备将重新学到的 RIPng 路由下刷给 FIB 表，使该

设备的路由信息恢复到重启前的状态。 

本配置在 GR Restarter 上进行。启动了 RIPng 的设备缺省就是 GR Helper。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充当 GR Restarter 后不能再配置 RIPng NSR 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ng 视图。 
ripng [ process-id ] 

(3) 使能 RIPng 协议的 GR 能力。 
graceful-restart 

缺省情况下，RIPng 协议的 GR 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 RIPng 协议的 GR 重启间隔时间。 
graceful-restart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RIPng 协议的 GR 重启间隔时间为 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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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配置RIPng NSR 

1. 功能简介 

NSR（Nonstop Routing，不间断路由）通过将 RIPng 路由信息从主进程备份到备进程，使设备在

发生主备倒换时新主进程可以无缝完成路由的重新生成、下刷，邻接关系不会发生中断，从而避免

了主备倒换对转发业务的影响。 

GR 特性需要周边设备配合才能完成路由信息的恢复，在网络应用中有一定的限制。NSR 特性不需

要周边设备的配合，网络应用更加广泛。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各个进程的 NSR 功能是相互独立的，只对本进程生效。如果存在多个 RIPng 进程，建议在各个进

程下使能 RIPng NSR 功能。 

设备配置了 RIPng NSR 功能后不能在充当 GR Restarter。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ng 视图。 
ripng [ process-id ] 

(3) 使能 RIPng NSR 功能。 
non-stop-routing 

缺省情况下，RIPng NSR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8  配置RIPng快速重路由 

1.8.1  功能简介 

在部署了备份链路的 RIPng 网络中，当主用链路发生故障时，RIPng 会对路由进行重新计算，在路

由收敛完成后，流量可以通过备份链路进行传输。在路由收敛期间，数据流量将会被中断。 

为了尽可能缩短网络故障导致的流量中断时间，网络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配置 RIPng 快速重路由功

能。 

图1-1 RIPng 快速重路由功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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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 1-1 所示，通过在Router B上配置快速重路由功能，RIPng可以为路由指定备份下一跳，当

Router B检测到主用下一跳地址无法到达时，会直接使用备份下一跳地址来指导报文的转发，从而

大大缩短了流量路径切换的时间。在快速切换流量传输路径的同时，RIPng会根据变化后的网络拓

扑重新计算路由，在路由收敛完毕后，使用新计算出来的最优路由来指导报文转发。 

1.8.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本功能只适合在主链路三层接口 up，主链路由双通变为单通或者不通的情况下使用。在主链

路三层接口 down 的情况下，本功能不可用。单通现象，即一条链路上的两端，有且只有一端

可以收到另一端发来的报文，此链路称为单向链路。 

• RIPng 快速重路由功能仅对非迭代 RIPng 路由（即从直连邻居学到 RIPng 路由）有效。 

• 等价路由不支持快速重路由功能。 

1.8.3  配置RIPng快速重路由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路由策略。 

在路由策略中通过 apply ipv6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命令在路由策略中

指定备份下一跳。详细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路由配置指导”中的“路由策略”。 

(3) 进入 RIPng 视图。 
ripng [ process-id ] 

(4) 开启 RIPng 快速重路由功能。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RIPng 快速重路由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8.4  配置RIPng快速重路由支持BFD检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RIPng 协议的快速重路由特性中，主用链路缺省不使用 BFD 进行链路故障检测。配置本功能后，

将使用 BFD（Echo 方式）进行检测，可以加快 RIPng 协议的收敛速度。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bfd echo-source-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echo 报文的源 IPv6 地址用户可以任意指定。建议配置 echo 报文的源 IPv6 地址不属于该设备

任何一个接口所在网段。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命令参考”中的“BFD”。 

(3) 进入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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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使能 RIPng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Echo 方式）检测功能。 
ripng primary-path-detect bfd echo 

缺省情况下，RIPng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Echo 方式）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9  提高RIPng的安全性 

1.9.1  配置RIPng报文的零域检查 

1. 功能简介 

RIPng 报文头部中的一些字段必须配置为 0，也称为零域。使能 RIPng 报文的零域检查功能后，如

果报文头部零域中的值不为零，这些报文将被丢弃，不做处理。如果能确保所有报文都是可信任的，

则不需要进行该项检查，以节省 CPU 处理时间。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ng 视图。 
ripng [ process-id ] 

(3) 使能对 RIPng 报文头部的零域检查功能。 
checkzero 

缺省情况下，RIPng 报文的零域检查功能处于使能状态。 

1.9.2  配置IPsec保护RIPng报文 

1. 功能简介 

在安全性要求较高的网络环境中，可以通过配置基于 IPsec 安全框架的认证方式来对 RIPng 报文进

行有效性检查和验证。IPsec 安全框架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IPsec”。 

设备在发送的报文中会携带配置好的 IPsec 安全框架的 SPI（Security Parameter Index，安全参数

索引）值，接收报文时通过 SPI 值进行 IPsec 安全框架匹配：只有安全框架匹配的报文才能接收；

否则将不会接收报文，从而不能正常建立邻居和学习路由。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RIPng 支持在进程和接口下配置 IPsec 安全框架。进程下配置的 IPsec 安全框架对该进程下的所有

报文有效，接口下的 IPsec 安全框架只对接口下的报文有效。当接口和接口所在进程均配置了 IPsec
安全框架时，接口下的配置生效。 

3. RIPng进程上应用IPsec安全框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IPng 视图。 
ripng [ process-id ] 

(3) 配置 RIPng 进程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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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name 

缺省情况下，RIPng 进程没有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4. 接口上应用IPsec安全框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使能了 RIPng 的接口上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ripng ipsec-profile profile-name 

缺省情况下，RIPng 接口没有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1.10  RIPng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RIPng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重启 RIPng 进程或清除指定 RIPng 进程的统计信息。 

表1-1 RIPng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RIPng进程的GR状态信息 display ripng [ process-id ] graceful-restart 

显示RIPng进程的NSR状态信息 display ripng [ process-id ] non-stop-routing 

显示RIPng进程的配置信息 display ripng [ process-id] 

显示RIPng发布数据库中的路由 display ripng process-id database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显示指定RIPng进程的接口信息 display ripng process-id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RIPng进程的邻居信息 display ripng process-id neighbor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指定RIPng进程的路由信息 
display ripng process-id route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verbose ] | peer ipv6-address | 
statistics ] 

重启指定RIPng进程 reset ripng process-id process 

清除RIPng进程的统计信息 reset ripng process-id statistics 

 

1.11  RIPng典型配置举例 

1.11.1  RIPng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相连并通过 RIPng 来学习网络中的 IPv6 路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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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witch B 上对接收的 Switch A 的路由（2::/64）进行过滤，使其不加入到 Switch B 的 RIPng
进程的路由表中，发布给 Switch A 的路由只有（4::/64）。 

2. 组网图 

图1-2 RIPng 基本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RIPng 的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ipng 1 

[SwitchA-ripng-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ripng 1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00 

[SwitchA-Vlan-interface400] ripng 1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400]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ipng 1 

[SwitchB-ripng-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ripng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ripng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ipng 1 

[SwitchC-ripng-1]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ripng 1 enable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500 

[SwitchC-Vlan-interface500] ripng 1 enable 

[SwitchC-Vlan-interface500]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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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Vlan-interface600] ripng 1 enable 

[SwitchC-Vlan-interface600] quit 

# 查看 Switch B 的 RIPng 路由表。 
[SwitchB] display ripng 1 route 

   Route Flags: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FE80::20F:E2FF:FE23:82F5 on Vlan-interface100 

 Destination 2::/64, 

     via FE80::20F:E2FF:FE23:82F5, cost 1, tag 0, AOF, 6 secs 

 Peer FE80::20F:E2FF:FE00:100  on Vlan-interface200 

 Destination 4::/64, 

     via FE80::20F:E2FF:FE00:100, cost 1, tag 0, AOF, 11 secs 

 Destination 5::/64, 

     via FE80::20F:E2FF:FE00:100, cost 1, tag 0, AOF, 11 

 Local route 

 Destination 1::/64, 

     via ::, cost 0, tag 0, DOF 

 Destination 3::/64, 

     via ::, cost 0, tag 0, DOF 

# 查看 Switch A 的 RIPng 路由表。 
[SwitchA] display ripng 1 route 

   Route Flags: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FE80::200:2FF:FE64:8904 on Vlan-interface100 

 Destination 3::/64, 

     via FE80::200:2FF:FE64:8904, cost 1, tag 0, AOF, 31 secs 

 Destination 4::/64, 

     via FE80::200:2FF:FE64:8904, cost 2, tag 0, AOF, 31 secs 

 Destination 5::/64, 

     via FE80::200:2FF:FE64:8904, cost 2, tag 0, AOF, 31 secs 

 Local route 

 Destination 2::/64, 

     via ::, cost 0, tag 0, DOF 

 Destination 1::/64, 

     via ::, cost 0, tag 0, DOF 

(3) 配置 Switch B 对接收和发布的路由进行过滤 
[SwitchB] ipv6 prefix-list aaa permit 4:: 64 

[SwitchB] ipv6 prefix-list bbb deny 2:: 64 

[SwitchB] ipv6 prefix-list bbb permit :: 0 less-equal 128 

[SwitchB] ripng 1 

[SwitchB-ripng-1] filter-policy prefix-list aaa export 

[SwitchB-ripng-1] filter-policy prefix-list bbb import 

[SwitchB-ripng-1] quit 



 

1-15 

# 查看 Switch B 和 Switch A 的 RIPng 路由表。 
[SwitchB] display ripng 1 route 

   Route Flags: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FE80::1:100 on Vlan-interface100 

 

 Peer FE80::3:200 on Vlan-interface200 

 Destination 4::/64, 

     via FE80::2:200, cost 1, tag 0, AOF, 11 secs 

 Destination 5::/64, 

     via FE80::2:200, cost 1, tag 0, AOF, 11 secs 

 Local route 

 Destination 1::/64, 

     via ::, cost 0, tag 0, DOF 

 Destination 3::/64, 

     via ::, cost 0, tag 0, DOF 

[SwitchA] display ripng 1 route 

   Route Flags: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FE80::2:100 on Vlan-interface100 

 Destination 4::/64, 

     via FE80::1:100, cost 2, tag 0, AOF, 2 secs 

1.11.2  RIPng引入外部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B 上运行两个 RIPng 进程：RIPng100 和 RIPng200。Switch B 通过 RIPng100 和

Switch A 交换路由信息，通过 RIPng200 和 Switch C 交换路由信息。 

• 要求在Switch B上配置路由引入，将两个不同进程的RIPng路由相互引入到对方的RIPng进

程中。 

2. 组网图 

图1-3 RIPng 引入外部路由配置组网图 

 

 



 

1-16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RIPng 

# 在 Switch A 上启动 RIPng 进程 100。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ipng 100 

[SwitchA-ripng-10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ripng 100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ripng 100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quit 

# 在 Switch B 上启动两个 RIPng 进程，进程号分别为 100 和 200。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ipng 100 

[SwitchB-ripng-100]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ripng 100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B] ripng 200 

[SwitchB-ripng-200]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 

[SwitchB-Vlan-interface300] ripng 200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300] quit 

# 在 Switch C 上启动 RIPng 进程 200。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ipng 200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 

[SwitchC-Vlan-interface300] ripng 200 enable 

[SwitchC-Vlan-interface300]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00 

[SwitchC-Vlan-interface400] ripng 200 enable 

[SwitchC-Vlan-interface400] quit 

# 查看 Switch A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7 Routes : 7 

 

Destination: ::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1::/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Vlan100                                     Cos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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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1::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2::/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Vlan200                                     Cost      : 0 

 

Destination: 2::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FE80::/10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Cost      : 0 

 

Destination: FF00::/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Cost      : 0 

(3) 配置 RIPng 引入外部路由 

# 在 Switch B 上将两个不同 RIPng 进程的路由相互引入到对方的路由表中。 
[SwitchB] ripng 100 

[SwitchB-ripng-100] import-route ripng 200 

[SwitchB-ripng-100] quit 

[SwitchB] ripng 200 

[SwitchB-ripng-200] import-route ripng 100 

[SwitchB-ripng-200] quit 

# 查看路由引入后 Switch A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8 Routes : 8 

 

Destination: ::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1::/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Vlan100                                     Cost      : 0 

 

Destination: 1::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2::/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Vlan200                                     Cos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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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2::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4::/64                                      Protocol  : RIPng 

NextHop    : FE80::200:BFF:FE01:1C02                     Preference: 100 

Interface  : Vlan100                                     Cost      : 1 

 

Destination: FE80::/10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Cost      : 0 

 

Destination: FF00::/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Cost      : 0 

1.11.3  RIPng GR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通过 RIPng 协议实现网络互连。 

• Switch A 作为 GR Restarter，Switch B 和 Switch C 作为 GR Helper 并且通过 GR 机制与

Switch A 保持同步。 

2. 组网图 

图1-4 RIPng GR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路由器接口的 IPv6 地址和 RIPng 协议 

请按照上面组网图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具体配置过程略。 

配置各路由器之间采用 RIPng 协议进行互连，确保 Router A、Router B 和 Router C 之间能

够在网络层互通，并且各路由器之间能够借助 RIPng 协议实现动态路由更新。 

(2) 配置 RIPng GR 

# 使能 Switch A 的 RIPng GR 功能。 
<SwitchA>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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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ripng 1 

[SwitchA-ripng-1] graceful-restart 

4. 验证配置 

# 在 Switch A 上触发协议重启或主备倒换后，查看 RIPng 的 GR 状态。 
<SwitchA> display ripng 1 graceful-restart 

RIPng process: 1 

 Graceful Restart capability    : Enabled 

 Current GR state               : Normal 

 Graceful Restart period        : 60  seconds 

 Graceful Restart remaining time: 0   seconds 

1.11.4  RIPng NSR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S、Switch A、Switch B 通过 RIPng 协议实现网络互连。要求对 Switch S 进行主备倒换时，

Switch A 和 Switch B 到 Switch S 的邻居没有中断，Switch A 到 Switch B 的流量没有中断。 

2. 组网图 

图1-5 RIPng NSR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和 RIPng 协议 

请按照上面组网图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具体配置过程略。 

配置各交换机之间采用 RIPng 协议进行互连，确保 Switch S、Switch A 和 Switch D 之间能够

在网络层互通，并且各路由器之间能够借助 RIPng 协议实现动态路由更新。 

(2) 配置 RIPng NSR 

# 使能 Switch S 的 RIPng NSR 功能。 
<SwitchS> system-view 

[SwitchS] ripng 1 

[SwitchS-ripng-1] non-stop-routing 

[SwitchS-ripng-1] quit 

4. 验证配置 

# Switch S 进行主备倒换。 
[SwitchS] placement reoptimize 

Predicted changes to the placement 

Program                           Current location       New location 

--------------------------------------------------------------------- 

lb                                0/0                    0/0 

lsm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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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sp                              0/0                    0/0 

rib6                              0/0                    0/0 

routepolicy                       0/0                    0/0 

rib                               0/0                    0/0 

staticroute6                      0/0                    0/0 

staticroute                       0/0                    0/0 

ospf                              0/0                    1/0 

Continue? [y/n]:y 

Re-optimization of the placement start. You will be notified on completion 

Re-optimization of the placement complete. Use 'display placement' to view the new placement 

# 查看 Switch A 上 RIPng 协议的邻居和路由。 
[SwitchA] display ripng 1 neighbor 

 Neighbor Address: FE80::AE45:5CE7:422E:2867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100 

     Version    : RIPng version 1     Last update: 00h00m23s 

     Bad packets: 0                   Bad routes : 0 

[SwitchA] display ripng 1 route 

   Route Flags: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FE80::AE45:5CE7:422E:2867 on Vlan-interface100 

 Destination 1400:1::/64, 

     via FE80::AE45:5CE7:422E:2867, cost 1, tag 0, AOF, 1 secs 

 Destination 4004::4/128, 

     via FE80::AE45:5CE7:422E:2867, cost 2, tag 0, AOF, 1 secs 

 Local route 

 Destination 2002::2/128, 

     via ::, cost 0, tag 0, DOF 

 Destination 1200:1::/64, 

     via ::, cost 0, tag 0, DOF 

# 查看 Switch B 上 RIPng 协议的邻居和路由。 
[SwitchB] display ripng 1 neighbor 

 Neighbor Address: FE80::20C:29FF:FECE:6277 

     Interface  : Vlan-interface200 

     Version    : RIPng version 1     Last update: 00h00m18s 

     Bad packets: 0                   Bad routes : 0 

[SwitchB] display ripng 1 route 

   Route Flags: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D - Direct 

                O - Optimal, F - Flush to RIB 

 ---------------------------------------------------------------- 

 Peer FE80::20C:29FF:FECE:6277 on Vlan-interface200 

 Destination 2002::2/128, 

     via FE80::20C:29FF:FECE:6277, cost 2, tag 0, AOF, 24 secs 

 Destination 1200:1::/64, 

     via FE80::20C:29FF:FECE:6277, cost 1, tag 0, AOF, 24 secs 

 Local route 

 Destination 4004::4/128, 

     via ::, cost 0, tag 0, D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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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tination 1400:1::/64, 

     via ::, cost 0, tag 0, DOF 

通过上面信息可以看出在 Switch S 发生主备倒换的时候，Switch A 和 Switch B 的邻居和路由信息

保持不变，从 Switch A 到 Switch B 的流量转发没有受到主备倒换的影响。 

1.11.5  RIPng快速重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通过 RIPng 协议实现网络互连。要求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

的链路出现单通故障时，业务可以快速切换到链路 B 上。 

2. 组网图 

图1-6 RIPng 快速重路由配置组网图 

 
 

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Switch A Vlan-int100 1::1/64 Switch B Vlan-int101 3::1/64 
 Vlan-int200 2::1/64  Vlan-int200 2::2/64 
 Loop0 10::1/128  Loop0 20::1/128 
Switch C Vlan-int100 1::2/64    
 Vlan-int101 3::2/64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路由器接口的 IPv6 地址和 RIPng 协议 

请按照上面组网图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配置过程略。 

配置各交换机之间采用 RIPng 协议进行互连，确保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能够

在网络层互通，并且各交换机之间能够借助 RIPng 协议实现动态路由更新。 

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RIPng 快速重路由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v6 prefix-list abc index 10 permit 20::1 128 

[SwitchA] route-policy frr permit node 10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if-match ipv6 address prefix-list abc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apply ipv6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backup-nexthop 1::2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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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ripng 1 

[SwitchA-ripng-1]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frr 

[SwitchA-ripng-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v6 prefix-list abc index 10 permit 10::1 128 

[SwitchB] route-policy frr permit node 10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if-match ipv6 address prefix-list abc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apply ipv6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backup-nexthop 3::2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quit 

[SwitchB] ripng 1 

[SwitchB-ripng-1]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frr 

[SwitchB-ripng-1] quit 

4. 验证配置 

# 在 Switch A 上查看 20::1/128 的路由信息，可以看到备份下一跳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20::1 128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20::1/128 

   Protocol: RIPng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0                    Age: 00h17m42s 

       Cost: 1               Preference: 10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In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a                 OrigAs: 0 

      NibID: 0x22000003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FE80::34CD:9FF:FE2F:D02 

      Flags: 0x41           OrigNextHop: FE80::34CD:9FF:FE2F:D02 

      Label: NULL           RealNextHop: FE80::34CD:9FF:FE2F:D02 

   BkLabel: NULL             BkNextHop: FE80::7685:45FF:FEAD:102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0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 在 Switch B 上查看 10::1/128 的路由信息，可以看到备份下一跳信息。 
[SwitchB]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10::1 128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0::1/128 

   Protocol: RIPng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0                    Age: 00h22m3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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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 1               Preference: 10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In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a                 OrigAs: 0 

      NibID: 0x22000001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FE80::34CC:E8FF:FE5B:C02 

      Flags: 0x41           OrigNextHop: FE80::34CC:E8FF:FE5B:C02 

      Label: NULL           RealNextHop: FE80::34CC:E8FF:FE5B:C02 

    BkLabel: NULL             BkNextHop: FE80::7685:45FF:FEAD:102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1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1.11.6  RIPng IPsec安全框架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相连并通过 RIPng 来学习网络中的 IPv6 路由信息。 

• 要求配置 IPsec 安全框架对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之间的 RIPng 报文进行有效性检

查和验证。 

2. 组网图 

图1-7 RIPng IPsec 安全框架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RIPng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ipng 1 

[SwitchA-ripng-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ripng 1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ipng 1 

[SwitchB-ripng-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ripng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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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ripng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ipng 1 

[SwitchC-ripng-1]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ripng 1 enable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quit 

(3) 配置 RIPng IPsec 安全框架 

# 配置 Switch A。创建名为 protrf1 的安全提议，报文封装形式采用传输模式，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创建一条安全框架 profile001，协商方式为 manual，配置 SPI 和密钥。 
[SwitchA] ipsec transform-set protrf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encapsulation-mode transport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quit 

[SwitchA] ipsec profile profile001 manual 

[SwitchA-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transform-set protrf1 

[SwitchA-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pi inbound esp 256 

[SwitchA-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pi outbound esp 256 

[SwitchA-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abc 

[SwitchA-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abc 

[SwitchA-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quit 

# 配置 Switch B。创建名为 protrf1 的安全提议，报文封装形式采用传输模式，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创建一条安全框架 profile001，协商方式为 manual，配置 SPI 和密钥。 
[SwitchB] ipsec transform-set protrf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encapsulation-mode transport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quit 

[SwitchB] ipsec profile profile001 manual 

[SwitchB-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transform-set protrf1 

[SwitchB-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pi inbound esp 256 

[SwitchB-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pi outbound esp 256 

[SwitchB-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abc 

[SwitchB-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abc 

[SwitchB-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quit 

# 配置 Switch C。创建名为 protrf1 的安全提议，报文封装形式采用传输模式，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创建一条安全框架 profile001，协商方式为 manual，配置 SPI 和密钥。 
[SwitchC] ipsec transform-set protrf1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encapsulation-mode transport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protrf1] quit 

[SwitchC] ipsec profile profile001 manual 



 

1-25 

[SwitchC-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transform-set protrf1 

[SwitchC-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pi inbound esp 256 

[SwitchC-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pi outbound esp 256 

[SwitchC-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abc 

[SwitchC-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abc 

[SwitchC-ipsec-profile-profile001-manual] quit 

(4) RIPng 进程上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ripng 1 

[SwitchA-ripng-1] 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001 

[SwitchA-ripng-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ripng 1 

[SwitchB-ripng-1] 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001 

[SwitchB-ripng-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ripng 1 

[SwitchC-ripng-1] 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001 

[SwitchC-ripng-1] quit 

4. 验证配置 

以上配置完成后，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的 RIPng 报文将被加密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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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SPFv3 
1.1  OSPFv3简介 

OSPFv3 是 OSPF（Open Shortest Path First，开放最短路径优先）版本 3 的简称，主要提供对 IPv6
的支持。 

1.1.1  OSPFv3 和OSPFv2 的异同点 

OSPFv3 和 OSPFv2 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 

• Router ID，Area ID 仍然是 32 位的。 

• 相同类型的报文：Hello 报文，DD（Database Description，数据库描述）报文，LSR（Link 
State Request，链路状态请求）报文，LSU（Link State Update，链路状态更新）报文和

LSAck（Link State Acknowledgment，链路状态确认）报文。 

• 相同的邻居发现机制和邻接形成机制。 

• 相同的 LSA 扩散机制和老化机制。 

OSPFv3 和 OSPFv2 的不同主要有： 

• OSPFv3 是基于链路运行；OSPFv2 是基于网段运行。在配置 OSPFv3 时，不需要考虑是否

配置在同一网段，只要在同一链路，就可以直接建立联系。 

• OSPFv3 在同一条链路上可以运行多个实例，即一个接口可以使能多个 OSPFv3 进程（使用

不同的实例）。 

• OSPFv3 是通过 Router ID 来标识邻居；OSPFv2 则是通过 IPv4 地址来标识邻居。 

关于 OSPF 版本 2 的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路由”中的“OSPF”。 

1.1.2  OSPFv3 的协议报文 

和 OSPFv2 一样，OSPFv3 也有五种报文类型，如下： 

• Hello 报文：周期性发送，用来发现和维持 OSPFv3 邻居关系，以及进行 DR（Designated 
Router，指定路由器）/BDR（Backup Designated Router，备份指定路由器）的选举。 

• DD（Database Description，数据库描述）报文：描述了本地 LSDB（Link State DataBase，
链路状态数据库）中每一条 LSA（Link State Advertisement，链路状态通告）的摘要信息，

用于两台路由器进行数据库同步。 

• LSR（Link State Request，链路状态请求）报文：向对方请求所需的 LSA。两台路由器互相

交换 DD 报文之后，得知对端的路由器有哪些 LSA 是本地的 LSDB 所缺少的，这时需要发送

LSR 报文向对方请求所需的 LSA。 

• LSU（Link State Update，链路状态更新）报文：向对方发送其所需要的 LSA。 

• LSAck（Link State Acknowledgment，链路状态确认）报文：用来对收到的 LSA 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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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OSPFv3 的LSA类型 

LSA（Link State Advertisement，链路状态通告）是 OSPFv3 协议计算和维护路由信息的主要来源，

常用的 LSA 有以下几种类型： 

• Router LSA（Type-1）：由每个路由器生成，描述本路由器的链路状态和开销，只在路由器所

处区域内传播。 

• Network LSA（Type-2）：由广播网络和 NBMA（Non-Broadcast Multi-Access，非广播多路

访问）网络的 DR（Designated Router，指定路由器）生成，描述本网段接口的链路状态，

只在 DR 所处区域内传播。 

• Inter-Area-Prefix LSA（Type-3）：由 ABR（Area Border Router，区域边界路由器）生成，

在与该 LSA 相关的区域内传播，描述一条到达本自治系统内其他区域的 IPv6 地址前缀的路

由。 

• Inter-Area-Router LSA（Type-4）：由 ABR 生成，在与该 LSA 相关的区域内传播，描述一条

到达本自治系统内的 ASBR（Autonomous System Boundary Router，自治系统边界路由器）

的路由。 

• AS External LSA（Type-5）：由 ASBR 生成，描述到达其它 AS（Autonomous System，自

治系统）的路由，传播到整个 AS（Stub 区域和 NSSA 区域除外）。缺省路由也可以用 AS 
External LSA 来描述。 

• NSSA LSA（Type-7）：由 NSSA（Not-So-Stubby Area）区域内的 ASBR 生成，描述到 AS
外部的路由，仅在 NSSA 区域内传播。 

• Link LSA（Type-8）：路由器为每一条链路生成一个 Link-LSA，在本地链路范围内传播，描

述该链路上所连接的 IPv6 地址前缀及路由器的 Link-local 地址。 

• Intra-Area-Prefix LSA（Type-9）：包含路由器上的 IPv6 前缀信息，Stub 区域信息或穿越区

域（Transit Area）的网段信息，该 LSA 在区域内传播。由于 Router LSA 和 Network LSA 不

再包含地址信息，导致了 Intra-Area-Prefix LSA 的引入。 

• Grace LSA（Type-11）：由 Restarter 在重启时候生成的，在本地链路范围内传播。这个 LSA
描述了重启设备的重启原因和重启时间间隔，目的是通知邻居本设备将进入 GR（Graceful 
Restart，平滑重启）。 

1.1.4  协议规范 

与 OSPFv3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2328：OSPF Version 2 

• RFC 3101：OSPF Not-So-Stubby Area (NSSA) Option 

• RFC 4552：Authentication/Confidentiality for OSPFv3 

• RFC 5187：OSPFv3 Graceful Restart 

• RFC 5329：Traffic Engineering Extensions to OSPF Version 3 

• RFC 5340：OSPF for IPv6 

• RFC 5523：OSPFv3-Based Layer 1 VPN Auto-Discovery 

• RFC 5643：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for OSPFv3 

• RFC 6506：Supporting Authentication Trailer for OSPF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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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C 6565：OSPFv3 as a Provider Edge to Customer Edge (PE-CE) Routing Protocol 

• RFC 6969：OSPFv3 Instance ID Registry Update 

• RFC 7166：Supporting Authentication Trailer for OSPFv3 

1.2  OSPFv3配置任务简介 

OSPFv3 配置任务如下： 

(1) 使能OSPFv3 功能 

(2) （可选）配置OSPFv3 的区域属性 

 配置OSPFv3 的Stub区域 

 配置OSPFv3 的NSSA区域 

 配置OSPFv3 的虚连接 

所有非骨干区域必须与骨干区域保持连通，并且骨干区域自身也要保持连通。无法满足这

个要求时，可以通过在 ABR 上配置 OSPFv3 虚连接予以解决。 

(3) （可选）配置OSPFv3 的网络类型 

 配置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广播 

 配置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NBMA 

 配置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P2MP 

 配置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P2P 

(4) （可选）配置OSPFv3 的路由信息控制 

 配置OSPFv3 区域间路由聚合 

 配置对引入的外部路由信息进行路由聚合 

 过滤通过接收到的LSA计算出来的路由信息 

 配置过滤Inter-Area-Prefix-LSA 

 配置OSPFv3 接口的开销值 

 配置OSPFv3 协议的优先级 

 配置OSPFv3 引入外部路由 

 配置OSPFv3 引入缺省路由 

(5) （可选）配置OSPFv3 定时器 

 配置OSPFv3 报文定时器 

 配置接口的LSA传输延迟时间 

 配置SPF计算时间间隔 

 配置LSA重新生成的时间间隔 

 配置接口发送LSU报文的时间间隔和一次发送LSU报文的最大个数 

(6) （可选）配置接口的DR优先级 

(7) （可选）配置OSPFv3 报文相关功能 

 忽略DD报文中的MTU检查 

 禁止接口收发OSPFv3 报文 

(8) （可选）配置前缀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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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选）配置Stub路由器 

(10) （可选）提高 OSPF 网络的可靠性 

 配置OSPFv3 GR 

 配置OSPFv3 NSR 

 配置OSPFv3 与BFD联动 

 配置OSPFv3 快速重路由 

(11) （可选）应用IPsec安全框架保护OSPFv3 报文 

(12) （可选）配置OSPFv3 日志和告警功能 

 配置邻居状态变化的输出开关 

 配置OSPFv3 的日志信息个数 

 配置OSPFv3 网管功能 

1.3  使能OSPFv3功能 

1. 功能简介 

要在路由器上使能 OSPFv3 功能，必须先创建 OSPFv3 进程、指定该进程的 Router ID 并在接口上

使能 OSPFv3 功能。 

在一台路由器上可以创建多个 OSPFv3 进程，OSPFv3 进程是本地概念。不同的路由器之间，即使

进程不同也可以进行报文交换。 

Router ID 用来在一个自治系统中唯一的标识一台路由器。在 OSPFv3 中，用户必须手工配置一个

Router ID，而且必须保证自治系统中任意两台路由器的 Router ID 都不相同。因此，为了保证

OSPFv3 运行的稳定性，在进行网络规划时，应确定路由器 ID 的划分并手工配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在同一台路由器上运行了多个 OSPFv3 进程，必须为不同的进程指定不同的 Router ID。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启动 OSPFv3，并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缺省情况下，系统没有运行 OSPFv3。 

(3) 配置路由器的 Router ID。 
router-id router-id 

缺省情况下，运行 OSPFv3 协议的路由器没有 Router ID。 

(4)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5) 在接口上使能 OSPFv3 功能。 
ospfv3 process-id area area-id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的 OSPFv3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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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配置OSPFv3的区域属性 

1.4.1  功能简介 

OSPFv3 支持 Stub 区域、NSSA 区域和虚连接的配置，其原理及应用环境与 OSPFv2 相同。 

OSPFv3 划分区域后，可以减少网络中 LSA 的数量，OSPFv3 的扩展性也得以增强。对于位于 AS
边缘的一些非骨干区域，为了更多的缩减其路由表规模和降低 LSA 的数量，可以将它们配置为 Stub
区域。 

Stub区域不能引入外部路由，为了在允许将自治系统外部路由通告到 OSPFv3路由域内部的同时，

保持其余部分的 Stub 区域的特征，网络管理员可以将区域配置为 NSSA 区域。NSSA 区域也是位

于 AS 边缘的非骨干区域。 

在划分区域之后，非骨干区域之间的 OSPFv3 路由更新是通过骨干区域来交换完成的。对此，

OSPFv3 要求所有非骨干区域必须与骨干区域保持连通，并且骨干区域自身也要保持连通。但在实

际应用中，可能会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法满足这个要求。这时可以通过配置 OSPFv3 虚连接

予以解决。 

1.4.2  配置OSPFv3 的Stub区域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位于 Stub 区域中的所有路由器都必须执行本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进入 OSPFv3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一个区域为 Stub 区域。 
stub [ default-route-advertise-always | no-summary ] * 

缺省情况下，没有区域被配置为 Stub 区域。 

参数 no-summary 只能在 ABR 上配置。指定 no-summary 参数后，ABR 只向区域内发布一

条描述缺省路由的 Inter-Area-Prefix-LSA。 

(5) （可选）配置发送到 Stub 区域的缺省路由的开销值。 
default-cost cost-value 

缺省情况下，发送到 Stub 区域的缺省路由的开销值为 1。 

1.4.3  配置OSPFv3 的NSSA区域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位于 NSSA 区域中的所有路由器都必须执行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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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进入 OSPFv3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一个区域为 NSSA 区域。 
nssa [ default-route-advertise [ cost cost-value | nssa-only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tag tag | type type ] * | 
no-import-route | no-summary | [ translate-always | translate-never ] | 
suppress-fa | translator-stability-interval value ] * 

缺省情况下，没有区域被配置为 NSSA 区域。 

指定 no-summary 参数可以将该区域配置为 Totally NSSA 区域，该区域的 ABR 不会将区域

间的路由信息传递到本区域。 

(5) （可选）配置发送到 NSSA 区域的缺省路由的开销值。 
default-cost cost-value 

缺省情况下，发送到 NSSA 区域的缺省路由的开销值为 1。 

本命令只有在 NSSA 区域和 Totally NSSA 区域的 ABR/ASBR 上配置才能生效。 

1.4.4  配置OSPFv3 的虚连接 

1. 功能简介 

对于没有和骨干区域直接相连的非骨干区域，或者不连续的骨干区域，可以使用该配置建立逻辑上

的连通性。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虚连接的两端必须是 ABR，而且必须在两端同时配置才可生效。 

虚连接不能在使能了 GR 能力的进程下的区域进行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进入 OSPFv3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创建并配置虚连接。 
vlink-peer router-id [ dead seconds | hello seconds | instance 
instance-id | ipsec-profile profile-name | retransmit seconds | 
trans-delay second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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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配置OSPFv3的网络类型 

1.5.1  配置限制和指导 

OSPFv3 根据链路层协议类型将网络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广播、NBMA、P2MP 和 P2P。接口的

网络类型根据物理接口而定，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配置 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 

• 如果在广播网络上有不支持组播地址的路由器，可以将接口的网络类型改为 NBMA。 

• 如果一网段内只有两台路由器运行 OSPFv3 协议，也可将接口类型配置为 P2P，节省网络开

销。 

1.5.2  配置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广播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 
ospfv3 network-type broadcast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网络类型为广播类型。 

1.5.3  配置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NBMA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路由器的接口类型为 NBMA 时，由于无法通过广播 Hello 报文的形式发现相邻路由器，必须手工

指定相邻路由器的本地链路地址、该相邻路由器是否有 DR 选举权等。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 NBMA。 
ospfv3 network-type nbma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网络类型为广播类型。 

(4) （可选）配置 OSPFv3 接口的路由优先级。 
ospfv3 dr-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路由优先级为 1。 

本命令设置的优先级用于实际的 DR 选举。 

(5) 配置 NBMA 网络的邻居。 
ospfv3 peer ipv6-address [ cost cost-value | dr-priority priority ]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邻居接口的链路本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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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配置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P2MP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路由器的接口的网络类型为 P2MP，且在 P2MP 网络中接口选择单播形式发送报文时，由于无法

通过广播 Hello 报文的形式发现相邻路由器，必须手工指定相邻路由器的本地链路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 P2MP。 
ospfv3 network-type p2mp [ unicast ]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网络类型为广播类型。 

(4) 配置 P2MP（单播）网络的邻居。 
ospfv3 peer ipv6-address [ cost cost-value | dr-priority priority ]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邻居接口的链路本地地址。 

1.5.5  配置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P2P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OSPFv3 接口的网络类型为 P2P。 
ospfv3 network-type p2p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网络类型为广播类型。 

1.6  配置OSPFv3的路由信息控制 

1.6.1  配置OSPFv3 区域间路由聚合 

1. 功能简介 

如果一个区域中存在多个连续的网段，则可以在 ABR 上配置路由聚合将它们聚合成一个网段，ABR
只发送一条聚合后的 LSA，所有落入本命令指定的聚合网段范围的 LSA 将不再会被单独发送出去，

这样可减小其它区域中 LSDB 的规模。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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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pfv3 [ process-id ]  
(3) 进入 OSPFv3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 ABR 路由聚合。 
abr-summary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not-advertise ] [ cost 
cost-value ] 

缺省情况下，ABR 不对路由进行聚合。 

1.6.2  配置对引入的外部路由信息进行路由聚合 

1. 功能简介 

如果引入的路由中存在多个连续的网段，则可以在 ASBR 上配置路由聚合将它们聚合成一个网段。 

如果本地路由器是 ASBR，配置 ASBR 路由聚合可对引入的聚合地址范围内的 Type-5 LSA 描述的

路由进行聚合；当配置了 NSSA 区域时，对引入的聚合地址范围内的 Type-7 LSA 描述的路由进行

聚合。 

如果本地路由器同时是 ASBR 和 ABR，并且是 NSSA 区域的转换路由器，则对由 Type-7 LSA 转化

成的 Type-5 LSA 描述的路由进行聚合处理；如果不是 NSSA 区域的转换路由器，则不进行聚合处

理。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 ASBR 路由聚合。 
asbr-summary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cost cost-value | 
not-advertise | nssa-only | tag tag ] * 

缺省情况下，ASBR 不对引入的路由进行聚合。 

1.6.3  过滤通过接收到的LSA计算出来的路由信息 

1. 功能简介 

OSPFv3 接收到 LSA 后，可以根据一定的过滤条件来决定是否将计算后得到的路由信息加入到本地

路由表中。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过滤通过接收到的 LSA 计算出来的路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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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ter-policy { ipv6-acl-number [ gateway prefix-list-name ]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gateway prefix-list-name ] | gateway 
prefix-list-nam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import 

缺省情况下，不对通过接收到的 LSA 计算出来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本命令只对 OSPFv3 计算出来的路由进行过滤，没有通过过滤的路由将不被加入到本地路由

表中，从而不能用于转发报文。 

1.6.4  配置过滤Inter-Area-Prefix-LSA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此命令只在 ABR 路由器上有效，对区域内部路由器无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进入 OSPFv3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对 Inter-Area-Prefix-LSA 进行过滤。 
filter { ipv6-acl-number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 export | import } 

缺省情况下，不对 Inter-Area-Prefix-LSA 进行过滤。 

1.6.5  配置OSPFv3 接口的开销值 

1. 功能简介 

OSPFv3 有两种方式来配置接口的开销值： 

• 第一种方法是在接口视图下直接配置开销值； 

• 第二种方法是配置接口的带宽参考值，OSPFv3 根据带宽参考值自动计算接口的开销值，计

算公式为：接口开销＝带宽参考值（100Mbps）÷接口带宽（Mbps），当计算出来的开销值

大于 65535，开销取最大值 65535；当计算出来的开销值小于 1 时，开销取最小值 1。 

2. 配置接口的开销值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OSPFv3 接口的开销值。 
ospfv3 cost cost-value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OSPFv3根据接口的带宽自动计算链路开销，对于VLAN接口，缺省值为1；对

于 Loopback 接口，缺省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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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带宽参考值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带宽参考值。 
bandwidth-reference value 

缺省情况下，带宽参考值为 100Mbps。 

1.6.6  配置OSPFv3 协议的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由于路由器上可能同时运行多个动态路由协议，就存在各个路由协议之间路由信息共享和选择的问

题。系统为每一种路由协议设置一个优先级，在不同协议发现同一条路由时，优先级高的路由将被

优选。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 OSPFv3 协议的路由优先级。 
preference [ ase ] { preferenc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 

缺省情况下，对于自治系统内部路由，OSPFv3 协议的路由优先级为 10；对于自治系统外部

路由，OSPFv3 协议的路由优先级为 150。 

1.6.7  配置OSPFv3 引入外部路由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由于 OSPFv3 是基于链路状态的路由协议，不能直接对发布的 LSA 进行过滤，所以只能在 OSPFv3
引入路由时进行过滤，只有符合条件的路由才能转换成 LSA 发布出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引入外部路由信息。 
import-route { direct | static } [ cost cost-value | nssa-only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tag tag | type type ] * 

import-route { ospfv3 | ripng } [ process-id | all-processes ] 

缺省情况下，不引入外部路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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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对引入的外部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filter-policy { ipv6-acl-number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export 
[ protocol [ process-id ] ] 

缺省情况下，不对引入的路由信息进行过滤。 

本命令只对本设备使用 import-route 引入的路由起作用。如果没有配置 import-route

命令来引入其它外部路由（包括不同进程的 OSPFv3 路由），则本命令失效。 

(5) 配置路由引入的全局标记。 
default tag tag 

缺省情况下，路由引入的全局标记为 1。 

1.6.8  配置OSPFv3 引入缺省路由 

1. 功能简介 

OSPFv3 不能通过 import-route 命令从其它协议引入缺省路由，如果想把缺省路由引入到

OSPFv3 路由区域，必须要使用下面命令配置 OSPFv3 引入缺省路由。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 OSPFv3 引入缺省路由。 
default-route-advertise [ [ always | permit-calculate-other ] | cost 
cost-value |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tag tag | type type ] * 

缺省情况下，未引入缺省路由。 

(4) 配置路由引入的全局标记。 
default tag tag 

缺省情况下，路由引入的全局标记为 1。 

1.7  配置OSPFv3定时器 

1.7.1  配置OSPFv3 报文定时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发送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 
ospfv3 timer hello seconds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P2P、Broadcast 网络类型接口发送 Hello报文的时间间隔的值为 10秒；P2MP、
NBMA 类型接口发送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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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相邻路由器间失效时间。 
ospfv3 timer dead seconds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P2P、Broadcast 网络类型接口的 OSPFv3 邻居失效时间为 40 秒；P2MP、
NBMA 类型接口的 OSPFv3 邻居失效的时间为 120 秒。 

相邻路由器间失效时间的值不要设置得太小，否则邻居很容易失效。 

(5) 配置轮询定时器。 
ospfv3 timer poll seconds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发送轮询 Hello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120 秒。 

(6) 配置相邻路由器重传 LSA 的时间间隔。 
ospfv3 timer retransmit interval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LSA 的重传时间间隔为 5 秒。 

相邻路由器重传 LSA 时间间隔的值不要设置得太小，否则将会引起不必要的重传。 

1.7.2  配置接口的LSA传输延迟时间 

1. 功能简介 

LSA 在本路由器的链路状态数据库（LSDB）中会随时间老化（每秒钟加 1），但在网络的传输过程

中却不会，所以有必要在发送之前将 LSA 的老化时间增加一定的延迟时间。此配置对低速率的网络

尤其重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的 LSA 传输延迟时间。 
ospfv3 trans-delay seconds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 LSA 传输延迟时间为 1 秒。 

1.7.3  配置SPF计算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当 OSPFv3 的 LSDB 发生改变时，需要重新计算最短路径。如果网络频繁变化，且每次变化都立即

计算最短路径，将会占用大量系统资源，并影响路由器的效率。通过调节 SPF 计算时间间隔，可以

抑制由于网络频繁变化带来的影响。 

本命令在网络变化不频繁的情况下将连续路由计算的时间间隔缩小到 minimum-interval，而在

网络变化频繁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相应惩罚，增加 incremental-interval×2n-2（n 为连续触发

路由计算的次数），将等待时间按照配置的惩罚增量延长，最大不超过 maximum-interva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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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 SPF 计算时间间隔。 
spf-schedule-interval maximum-interval [ minimum-interval 
[ incremental-interval ] ] 

缺省情况下，SPF计算的最大时间间隔为 5秒，最小时间间隔为 50毫秒，时间间隔惩罚增量

为 200 毫秒。 

1.7.4  配置LSA重新生成的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通过调节 LSA 重新生成的时间间隔，可以抑制网络频繁变化可能导致的占用过多带宽资源和路由器

资源。 

本命令在网络变化不频繁的情况下将 LSA 重新生成时间间隔缩小到 minimum-interval，而在网

络变化频繁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相应惩罚，增加 incremental-interval×2n-2（n 为连续触发路

由计算的次数），将等待时间按照配置的惩罚增量延长，最大不超过 maximum-interva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 LSA 重新生成的时间间隔。 
lsa-generation-interval maximum-interval [ minimum-interval 
[ incremental-interval ] ] 

缺省情况下，最大时间间隔为 5 秒，最小时间间隔为 0 毫秒，惩罚增量为 0 毫秒。 

1.7.5  配置接口发送LSU报文的时间间隔和一次发送LSU报文的最大个数 

1. 功能简介 

如果路由器路由表里的路由条目很多，在与邻居进行 LSDB 同步时，可能需要发送大量 LSU，有可

能会对当前设备和网络带宽带来影响；因此，路由器将 LSU 报文分为多个批次进行发送，并且对

OSPFv3 接口每次允许发送的 LSU 报文的最大个数做出限制。 

用户可根据需要配置 OSPFv3 接口发送 LSU 报文的时间间隔以及接口一次发送 LSU 报文的最大个

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接口发送 LSU 报文的时间间隔和一次发送 LSU 报文的最大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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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t-pacing interval interval count count 

缺省情况下，OSPFv3 接口发送 LSU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20 毫秒，一次最多发送 3 个 LSU 报

文。 

1.8  配置接口的DR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路由器接口的 DR 优先级将影响接口在选举 DR 时所具有的资格，优先级为 0 的路由器不会被选举

为 DR 或 BDR。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的 DR 优先级。 
ospfv3 dr-priority priority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 DR 优先级为 1。 

1.9  配置OSPFv3报文相关功能 

1.9.1  忽略DD报文中的MTU检查 

1. 功能简介 

在 LSA 数量不多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去检查 MTU 大小，可以设置忽略 DD 报文中的 MTU 检查，

从而提高性能。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双方的接口 MTU 必须相同才能建立邻居关系。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忽略 DD 报文中的 MTU 检查。 
ospfv3 mtu-ignore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接口在进行 DD 报文交换时执行 MTU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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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禁止接口收发OSPFv3 报文 

1. 功能简介 

当运行 OSPFv3 协议的接口被配置为 Silent 状态后，该接口的直连路由仍可以由同一路由器的其他

接口通过 Intra-Area-Prefix-LSA 发布，但 OSPFv3 报文将被阻塞，接口上不会建立 OSPFv3 邻居

关系。这一特性可以增强 OSPFv3 的组网适应能力。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禁止接口收发 OSPFv3 报文。 
silent-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all } 

缺省情况下，允许接口收发 OSPFv3 报文。 

不同的进程可以对同一接口禁止收发 OSPFv3 报文，但本命令只对本进程已经使能的

OSPFv3 接口起作用，不对其它进程的接口起作用。 

1.10  配置前缀抑制 

1.10.1  功能简介 

接口使能 OSPFv3 后，会将接口下的所有网段路由都通过 LSA 发布，但有时候网段路由是不希望

被发布的。通过前缀抑制配置，可以减少 LSA 中携带不需要的前缀，即不发布某些网段路由，从而

提高网络安全性，加快路由收敛。 

当使能前缀抑制时，Type-8 LSA 中不发布处于抑制的接口前缀信息；对于广播网或者 NBMA 网络，

DR在生成引用 Type-2 LSA的 Type-9 LSA时，不发布处于抑制的接口前缀信息；对于 P2P或 P2MP
网络，生成引用 Type-1 LSA 的 Type-9 LSA 时，不发布处于抑制的接口前缀信息。 

1.10.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需要抑制前缀发布，建议整个 OSPFv3 网络都配置本命令，否则会有互通问题。 

1.10.3  配置全局前缀抑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前缀抑制功能。 
prefix-suppression 

缺省情况下，不抑制 OSPFv3 进程进行前缀发布。 

不能抑制 LoopBack 接口和处于 silent-interface 状态接口对应的前缀。 



 

1-17 

1.10.4  配置接口前缀抑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的前缀抑制功能。 
ospfv3 prefix-suppression [ disable ]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不抑制接口进行前缀发布。 

1.11  配置Stub路由器 

1. 功能简介 

Stub 路由器用来控制流量，它告知其他 OSPFv3 路由器不要使用这个 Stub 路由器来转发数据，但

可以拥有一个到 Stub 路由器的路由。 

将当前路由器配置为 Stub 路由器的功能，可通过 R-bit 和 max-metric 两种模式来实现： 

• R-bit 模式：通过清除该路由器发布 Type-1 LSA 中 options 域的 R-bit，使其他路由器只能计

算到该路由器本身而不会通过该路由器来转发数据。 

• max-metric模式：该路由器发布的Type-1 LSA的链路度量值将设为最大值65535，这样其邻

居计算出这条路由的开销就会很大，如果邻居上有到这个目的地址开销更小的路由，则数据

不会通过这个 Stub 路由器转发。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当前路由器为 Stub 路由器。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当前路由器为 Stub路由器，且发布的 Type-1 LSA中的 options域的 R-bit将被清除。 

stub-router r-bit [ include-stub | on-startup seconds ] * 

 配置当前路由器为 Stub 路由器，且发布的 Type-1 LSA 的链路度量值将设置为最大值

65535。 

stub-router max-metric [ external-lsa [ max-metric-value ] | 
summary-lsa [ max-metric-value ] | include-stub | on-startup seconds ] 
* 

缺省情况下，当前路由器没有被配置为 Stub 路由器。 

Stub 路由器与 Stub 区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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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配置OSPFv3 GR 

1.12.1  功能简介 

GR（Graceful Restart，平滑重启）是一种在协议重启或主备倒换时保证转发业务不中断的机制。

GR 有两个角色： 

• GR Restarter：发生协议重启或主备倒换事件且具有 GR 能力的设备。 

• GR Helper：和 GR Restarter 具有邻居关系，协助完成 GR 流程的设备。 

支持 OSPFv3 的 GR Restarter 能力的设备主备倒换后，为了实现设备转发业务的不中断，它必须

完成下列两项任务： 

• 重启过程 GR Restarter 转发表项保持稳定； 

• 重启流程结束后重建所有邻居关系，重新获取完整的网络拓扑信息。 

设备（GR Restarter）主备倒换后，首先向邻居发送 Grace LSA 通告邻居本设备进入 GR；邻居收

到 Grace-LSA 后，如果支持 GR Helper 能力则进入 Helper 模式（此时该邻居称为 GR Helper）。
GR Restarter 重新建立邻居，GR Helper 帮助 GR Restarter 进行 LSDB 的同步。同步完成之后，

GR 流程结束，进入正常的 OSPFv3 流程。这样就能实现设备在主备倒换时转发业务正常进行。 

1.12.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充当 GR Restarter 后不能再配置 OSPFv3 NSR 功能。 

1.12.3  配置GR Restarter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使能 GR 能力。 
graceful-restart enable [ global | planned-only ] * 

缺省情况下，OSPFv3 协议的 GR Restarter 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 GR 重启时间间隔。 
graceful-restart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OSPFv3 协议的 GR 重启间隔时间为 120 秒。 

1.12.4  配置GR Helper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使能 GR Helper 能力。 
graceful-restart helper enable [ planned-on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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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OSPFv3 的 GR Helper 能力处于开启状态。 

(4) 使能 LSA 严格检查能力。 
graceful-restart helper strict-lsa-checking 

缺省情况下，OSPFv3 协议的 GR Helper 严格 LSA 检查能力处于关闭状态。 

1.12.5  以GR方式重启OSPFv3 进程 

1. 功能简介 

设备进行主备倒换或者进行如下操作均可以以 GR 方式重启 OSPFv3 进程。 

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以 GR 方式重启 OSPFv3 进程。 
reset ospfv3 [ process-id ] process graceful-restart 

1.13  配置OSPFv3 NSR 

1. 功能简介 

NSR（Nonstop Routing，不间断路由）通过将 OSPFv3 链路状态信息从主进程备份到备进程，使

设备在发生主备倒换时可以自行完成链路状态的恢复和路由的重新生成，邻接关系不会发生中断，

从而避免了主备倒换对转发业务的影响。 

GR 特性需要周边设备配合才能完成路由信息的恢复，在网络应用中有一定的限制。NSR 特性不需

要周边设备的配合，网络应用更加广泛。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配置了 OSPFv3 NSR 功能后不能再充当 GR Restarter。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使能 OSPFv3 NSR 功能。 
non-stop-routing 

缺省情况下，OSPFv3 NSR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各个进程的NSR功能是相互独立的，只对本进程生效。如果存在多个OSPFv3进程，建议在

各个进程下使能 OSPFv3 NSR 功能。 

1.14  配置OSPFv3与BFD联动 

1. 功能简介 

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双向转发检测）能够为 OSPFv3 邻居之间的链路提供

快速检测功能。当邻居之间的链路出现故障时，加快 OSPFv3 协议的收敛速度。关于 BFD 的介绍

和基本功能配置，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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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PFv3 使用 BFD 来进行快速故障检测时，可以通过 Hello 报文动态发现邻居，将邻居地址通知

BFD 就开始建立会话。BFD 会话建立前处于 down 状态，此时 BFD 控制报文以不小于 1 秒的时间

间隔周期发送以减少控制报文流量，直到会话建立以后才会以协商的时间间隔发送以实现快速检测。 

进行配置 BFD 之前，需要配置 OSPFv3 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路由器的 ID。 
router-id router-id 

(4) 退出 OSPFv3 视图。 
quit 

(5)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6) 在接口上使能 OSPFv3。 
ospfv3 process-id area area-id [ instance instance-id ] 

(7) 在指定接口上使能 OSPFv3 BFD。 
ospfv3 bfd enable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运行 OSPFv3 的接口的 BFD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5  配置OSPFv3快速重路由 

1.15.1  功能简介 

在部署了备份链路的 OSPFv3 网络中，当主用链路发生故障时，OSPFv3 会对路由进行重新计算，

在路由收敛完成后，流量可以通过备份链路进行传输。在路由收敛期间，数据流量将会被中断。 

为了尽可能缩短网络故障导致的流量中断时间，网络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配置 OSPFv3 快速重路由

功能。 

图1-1 OSPFv3 快速重路由功能示意图 

 

 

如图 1-1所示，通过在Router B上使能快速重路由功能，OSPFv3将为路由计算或指定备份下一跳，

当Router B检测到主用下一跳地址无法到达时，会直接使用备份下一跳地址来指导报文的转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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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大缩短了流量路径切换的时间。在快速切换流量传输路径的同时，OSPFv3 会根据变化后的网

络拓扑重新计算路由，在路由收敛完毕后，使用新计算出来的最优路由来指导报文转发。 

在为快速重路由功能指定备份下一跳地址时，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 通过 LFA（Loop Free Alternate）算法选取备份下一跳地址。 

• 在路由策略中指定备份下一跳，为符合过滤条件的路由指定备份下一跳地址。 

1.15.2  配置通过LFA算法选取备份下一跳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OSPFv3 快速重路由功能（通过 LFA 算法选取备份下一跳信息）使能后，不能配置 vlink-peer

命令。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可选）禁止接口参与 LFA 计算。 
ospfv3 fast-reroute lfa-backup exclude 

缺省情况下，接口参与 LFA 计算，有资格被选为备份接口。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6) 配置 OSPFv3 快速重路由功能（通过 LFA 算法选取备份下一跳信息）。 
fast-reroute lfa [ abr-only ] 

缺省情况下，OSPFv3 快速重路由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abr-only 表示只有到 ABR 设备的路由才能作为备份下一跳。 

1.15.3  配置通过路由策略指定备份下一跳 

1. 功能简介 

网络管理员可以通过 apply ipv6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命令在路由策略中指

定备份下一跳，为符合过滤条件的路由指定备份下一跳，关于 apply ipv6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命令以及路由策略的相关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路由配置指导”中的“路

由策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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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选）禁止接口参与 LFA 计算。 
ospfv3 fast-reroute lfa-backup exclude 

缺省情况下，接口参与 LFA 计算，有资格被选为备份接口。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6) 配置 OSPFv3 快速重路由功能（通过路由策略指定备份下一跳）。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OSPFv3 快速重路由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5.4  配置OSPFv3 快速重路由支持BFD检测功能（Ctrl方式） 

1. 功能简介 

OSPFv3 协议的快速重路由特性中，主用链路缺省不使用 BFD 进行链路故障检测。配置本功能后，

将使用 BFD 进行检测，可以更快速的发现主用链路的故障，从而加快 OSPFv3 协议的收敛速度。 

使用 control 报文双向检测方式时，需要建立 OSPF 邻居的两端设备均支持 BFD 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使能 OSPFv3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 检测功能。 
ospfv3 primary-path-detect bfd ctrl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OSPFv3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 检测功能（Ctrl 方式）处于关闭状态。 

1.15.5  配置OSPFv3 快速重路由支持BFD检测功能（Echo方式） 

1. 功能简介 

OSPFv3 协议的快速重路由特性中，主用链路缺省不使用 BFD 进行链路故障检测。配置本功能后，

将使用 BFD 进行检测，可以更快速的发现主用链路的故障，从而加快 OSPFv3 协议的收敛速度。

使用 echo 报文单跳检测方式时，仅需要一端设备支持 BFD 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bfd echo-source-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BFD Echo 报文源地址。 

echo报文的源 IPv6地址用户可以任意指定。建议配置 echo报文的源 IPv6地址不属于该设备

任何一个接口所在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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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命令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可靠性命令参考”中的“BFD”。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使能 OSPFv3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 检测功能。 
ospfv3 primary-path-detect bfd echo [ instance instance-id ] 

缺省情况下，OSPFv3 协议中主用链路的 BFD 检测功能（Echo 方式）处于关闭状态。 

1.16  应用IPsec安全框架保护OSPFv3报文 

1.16.1  功能简介 

从安全性角度来考虑，为了避免路由信息外泄或者对设备进行恶意攻击，OSPFv3 提供基于 IPsec
的报文验证功能。IPsec 安全框架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IPsec”。 

设备在发送的报文中会携带配置好的 IPsec 安全框架的 SPI（Security Parameter Index，安全参数

索引）值，接收报文时通过 SPI 值进行 IPsec 安全框架匹配：只有能够匹配的报文才能接收；否则

将不会接收报文，从而不能正常建立邻居和学习路由。 

1.16.2  配置限制和指导 

OSPFv3 支持在区域、接口和虚连接下配置 IPsec 安全框架。 

• 当需要保护区域内的所有报文时，可以在区域下配置 IPsec 安全框架，此时区域内所有路由

器都需要配置相同的 IPsec 安全框架。 

• 当需要保护区域下某些接口的报文时，可以在接口下配置 IPsec 安全框架，此时直连邻居接

口需要配置相同的 IPsec 安全框架。 

• 当需要保护虚连接的报文时，可以配置虚连接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此时虚连接上的两个邻

居需要配置相同的 IPsec 安全框架。 

当接口和接口所在区域均配置了 IPsec 安全框架时，接口下的生效；当虚连接和区域 0 均配置了

IPsec 安全框架时，虚连接的生效。 

1.16.3  在OSPFv3 区域上应用IPsec安全框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进入 OSPFv3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 OSPFv3 区域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name 

缺省情况下，OSPFv3 区域没有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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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4  在OSPFv3 接口上应用IPsec安全框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使能了 OSPFv3 的接口上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ospfv3 ipsec-profile profile-name 

缺省情况下，OSPFv3 接口没有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1.16.5  在OSPFv3 虚连接上应用IPsec安全框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进入 OSPFv3 区域视图。 
area area-id 

(4) 配置 OSPFv3 虚连接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vlink-peer router-id [ dead seconds | hello seconds | instance 
instance-id | retransmit seconds | trans-delay seconds | ipsec-profile 
profile-name ] * 

缺省情况下，OSPFv3 虚连接没有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1.17  配置OSPFv3日志和告警功能 

1.17.1  配置邻居状态变化的输出开关 

1. 功能简介 

打开邻居状态变化的输出开关后，OSPFv3邻居状态变化时会生成日志信息发送到设备的信息中心，

通过设置信息中心的参数，最终决定日志信息的输出规则（即是否允许输出以及输出方向）。（有关

信息中心参数的配置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邻居状态变化的输出开关。 
log-peer-change 

缺省情况下，邻居状态变化的输出开关处于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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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配置OSPFv3 的日志信息个数 

1. 功能简介 

OSPFv3 的日志信息包括路由计算、邻居和 LSA 老化的日志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3) 配置保存 OSPFv3 的日志信息的最大个数。 
event-log { lsa-flush | peer | spf } size count 

缺省情况下，路由计算、邻居和 LSA 老化的日志信息个数均为 10 个。 

1.17.3  配置OSPFv3 网管功能 

1. 功能简介 

配置 OSPFv3 进程绑定 MIB 功能后，可以通过网管软件对指定的 OSPFv3 进程进行管理。 

开启 OSPFv3 模块的告警功能后，该模块会生成告警信息，用于报告该模块的重要事件。生成的告

警信息将发送到设备的 SNMP 模块，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告警信息输

出的相关属性。（有关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通过调整 OSPFv3 在指定时间间隔内允许输出的告警信息条数，可以避免网络出现大量告警信息时

对资源的消耗。 

OSPFv3 使用 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管理信息库）为 NMS（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网络管理系统）提供对 OSPFv3 实例的管理，但标准 OSPFv3 MIB 中定义的 MIB 为单实

例管理对象，无法对多个 OSPFv3 实例进行管理。因此，参考 RFC 4750 中对 OSPF 多实例的管

理方法，为管理 OSPFv3 的 SNMP 实体定义一个上下文名称，以此来区分不同的 OSPFv3 实例，

实现对多个OSPFv3实例进行管理。由于上下文名称只是SNMPv3独有的概念，对于SNMPv1/v2c，
会将团体名映射为上下文名称以对不同协议进行区分。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OSPFv3 进程绑定 MIB。 
ospfv3 mib-binding process-id 

缺省情况下，MIB 绑定在进程号最小的 OSPFv3 进程上。 

(3) 开启 OSPFv3 的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ospfv3 [ grrestarter-status-change | 
grhelper-status-change | if-state-change | if-cfg-error | if-bad-pkt | 
neighbor-state-change | nssatranslator-status-change | virtif-bad-pkt 
| virtif-cfg-error |virtif-state-change | virtgrhelper-status-change | 
virtneighbor-state-cha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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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OSPFv3 的告警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4) 进入 OSPFv3 视图。 
ospfv3 [ process-id ]  

(5) 配置管理 OSPFv3 的 SNMP 实体所使用的上下文名称。 
snmp context-name context-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管理 OSPFv3 的 SNMP 实体所使用的上下文名称。 

(6) （可选）配置 OSPFv3 在指定时间间隔内允许输出的告警信息条数。 
snmp trap rate-limit interval trap-interval count trap-number 

缺省情况下，OSPFv3 模块在 10 秒内允许输出 7 条告警信息。 

1.18  OSPFv3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OSPFv3 的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OSPFv3 的统计信息、重启 OSPFv3 进程或者重新向

OSPFv3 引入外部路由。 

表1-1 OSPFv3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OSPFv3的ABR聚合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 area area-id ] 
abr-summary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 verbose ]

显示OSPFv3邻居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 area area-id ] peer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verbose ] | 
peer-router-id | statistics ] 

显示OSPFv3请求列表的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 area area-id ] 
request-queu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neighbor-id ] 

显示OSPFv3重传列表的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 area area-id ] 
retrans-queu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neighbor-id ] 

显示OSPFv3区域的拓扑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 area area-id ] spf-tree 
[ verbose ] 

显示OSPFv3的进程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 verbose ] 

显示到OSPFv3的区域边界路由器和自

治系统边界路由器的路由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abr-asbr 

显示OSPFv3的ASBR聚合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asbr-summary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 verbose ] 

显示OSPFv3路由计算的日志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event-log { lsa-flush | 
peer | spf } 

显示OSPFv3进程的GR状态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graceful-restart 
[ verbose ] 

显示OSPFv3的接口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erbo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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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OSPFv3的链路状态数据库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lsdb [ { external | grace 
| inter-prefix | inter-router | intra-prefix | link | 
network | nssa | router | unknown [ type ] } 
[ link-state-id ] [ originate-router router-id | 
self-originate ] | statistics | total | verbose ] 

显示OSPFv3的路由下一跳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nexthop 

显示OSPFv3进程的NSR状态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non-stop-routing 

显示OSPFv3路由表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routing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显示OSPFv3的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statistics [ error ] 

显示OSPFv3的虚连接信息 display ospfv3 [ process-id ] vlink 

清除OSPFv3的日志信息 reset ospfv3 [ process-id ] event-log [ lsa-flush | 
peer | spf ] 

重启OSPFv3进程 reset ospfv3 [ process-id ] process 
[ graceful-restart ] 

重新向OSPFv3引入外部路由 reset ospfv3 [ process-id ] redistribution 

清除OSPFv3的统计信息 reset ospfv3 [ process-id ] statistics 

 

1.19  OSPFv3配置举例 

1.19.1  OSPFv3 Stub区域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所有的交换机都运行 OSPFv3，整个自治系统划分为 3 个区域。其中 Switch B 和 Switch C 作

为 ABR 来转发区域之间的路由。 

• 要求将 Area 2 配置为 Stub 区域，减少通告到此区域内的 LSA 数量，但不影响路由的可达

性。 

2. 组网图 

图1-2 OSPFv3 Stub 区域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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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OSPFv3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启动 OSPFv3，并配置其 Router ID 为 1.1.1.1。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v3 

[SwitchA-ospfv3-1] router-id 1.1.1.1 

[SwitchA-ospfv3-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 

[SwitchA-Vlan-interface300] ospfv3 1 area 1 

[SwitchA-Vlan-interface30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ospfv3 1 area 1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 Switch B，启动 OSPFv3，并配置其 Router ID 为 2.2.2.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v3 

[SwitchB-ospfv3-1] router-id 2.2.2.2 

[SwitchB-ospfv3-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ospfv3 1 area 1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 Switch C，启动 OSPFv3，并配置其 Router ID 为 3.3.3.3。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v3 

[SwitchC-ospfv3-1] router-id 3.3.3.3 

[SwitchC-ospfv3-1]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C-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0 

[SwitchC-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00 

[SwitchC-Vlan-interface400] ospfv3 1 area 2 

[SwitchC-Vlan-interface400] quit 

# 配置 Switch D，启动 OSPFv3，并配置其 Router ID 为 4.4.4.4。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ospfv3 

[SwitchD-ospfv3-1] router-id 4.4.4.4 

[SwitchD-ospfv3-1] quit 

[Switch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00 

[SwitchD-Vlan-interface400] ospfv3 1 area 2 

[SwitchD-Vlan-interface400] quit 

# 查看 Switch B 的 OSPFv3 邻居状态。 
[SwitchB] display ospfv3 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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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2.2.2.2 

 

 Area: 0.0.0.0 

------------------------------------------------------------------------- 

 Router ID       Pri State             Dead-Time InstID Interface 

 3.3.3.3         1   Full/BDR          00:00:40  0      Vlan100 

 

 Area: 0.0.0.1 

------------------------------------------------------------------------- 

 Router ID       Pri State             Dead-Time InstID Interface 

 1.1.1.1         1   Full/DR           00:00:40  0      Vlan200 

# 查看 Switch C 的 OSPFv3 邻居状态。 
[SwitchC] display ospfv3 peer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3.3.3.3 

 

 Area: 0.0.0.0 

------------------------------------------------------------------------- 

 Router ID       Pri State             Dead-Time InstID Interface 

 2.2.2.2         1   Full/DR           00:00:40  0      Vlan100 

 

 Area: 0.0.0.2 

------------------------------------------------------------------------- 

 Router ID       Pri State             Dead-Time InstID Interface 

 4.4.4.4         1   Full/BDR          00:00:40  0      Vlan400 

# 查看 Switch D 的 OSPFv3 路由表信息。 
[SwitchD] display ospfv3 routing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4.4.4.4 

------------------------------------------------------------------------- 

 I  - Intra area route,  E1 - Type 1 external route,  N1 - Type 1 NSSA route 

 IA - Inter area route,  E2 - Type 2 external route,  N2 - Type 2 NSSA route 

 *  - Selected route 

 

 *Destination: 2001::/64 

  Type       : IA                                        Cost     : 2 

  NextHop    : FE80::F40D:0:93D0:1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3.3.3.3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1::/64 

  Type       : IA                                        Cost     : 3 

  NextHop    : FE80::F40D:0:93D0:1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3.3.3.3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2::/64 



 

1-30 

  Type       : I                                         Cost     : 1 

  Nexthop    : ::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4.4.4.4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3::/64 

  Type       : IA                                        Cost     : 4 

  NextHop    : FE80::F40D:0:93D0:1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3.3.3.3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Total: 4 

 Intra area: 1         Inter area: 3         ASE: 0         NSSA: 0 

(3) 配置 Stub 区域 

# 配置 Switch D 的 Stub 区域。 
[SwitchD] ospfv3 

[SwitchD-ospfv3-1] area 2 

[SwitchD-ospfv3-1-area-0.0.0.2] stub 

# 配置 Switch C 的 Stub 区域，设置发送到 Stub 区域的缺省路由的开销为 10。 
[SwitchC] ospfv3 

[SwitchC-ospfv3-1] area 2 

[SwitchC-ospfv3-1-area-0.0.0.2] stub 

[SwitchC-ospfv3-1-area-0.0.0.2] default-cost 10 

# 查看 Switch D 的 OSPFv3 路由表信息，可以看到路由表中多了一条缺省路由，它的开销值

为直连路由的开销和所配置的开销值之和。 
[SwitchD] display ospfv3 routing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4.4.4.4 

------------------------------------------------------------------------- 

 I  - Intra area route,  E1 - Type 1 external route,  N1 - Type 1 NSSA route 

 IA - Inter area route,  E2 - Type 2 external route,  N2 - Type 2 NSSA route 

 *  - Selected route 

 

 *Destination: ::/0 

  Type       : IA                                        Cost     : 11 

  NextHop    : FE80::F40D:0:93D0:1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4.4.4.4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64 

  Type       : IA                                        Cost     : 2 

  NextHop    : FE80::F40D:0:93D0:1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3.3.3.3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1::/64 

  Type       : IA                                        Cost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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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Hop    : FE80::F40D:0:93D0:1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3.3.3.3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2::/64 

  Type       : I                                         Cost     : 1 

  Nexthop    : ::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4.4.4.4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3::/64 

  Type       : IA                                        Cost     : 4 

  NextHop    : FE80::F40D:0:93D0:1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3.3.3.3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Total: 5 

 Intra area: 1         Inter area: 4         ASE: 0         NSSA: 0 

(4) 配置 Totally Stub 区域 

# 配置 Switch C，设置 Area 2 为 Totally Stub 区域。 
[SwitchC-ospfv3-1-area-0.0.0.2] stub no-summary 

# 查看 Switch D 的 OSPFv3 路由表，可以发现路由表项数目减少了，其他非直连路由都被抑

制，只有缺省路由被保留。 
[SwitchD] display ospfv3 routing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4.4.4.4 

------------------------------------------------------------------------- 

 I  - Intra area route,  E1 - Type 1 external route,  N1 - Type 1 NSSA route 

 IA - Inter area route,  E2 - Type 2 external route,  N2 - Type 2 NSSA route 

 *  - Selected route 

 

 *Destination: ::/0 

  Type       : IA                                        Cost     : 11 

  NextHop    : FE80::F40D:0:93D0:1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4.4.4.4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2::/64 

  Type       : I                                         Cost     : 1 

  Nexthop    : ::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4.4.4.4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Total: 2 

 Intra area: 1         Inter area: 1         ASE: 0         NSS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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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2  OSPFv3 NSSA区域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所有的交换机都运行 OSPFv3，整个自治系统划分为 3 个区域。其中 Switch B 和 Switch C 作

为 ABR 来转发区域之间的路由。 

• 要求将Area 1配置为NSSA区域，同时将Switch A配置为ASBR引入外部路由（静态路由），

且路由信息可正确的在 AS 内传播。 

2. 组网图 

图1-3 OSPFv3 NSSA 区域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OSPFv3 基本功能（同前例“1.19.1  OSPFv3 Stub区域配置举例”） 

(3) 配置 Area 1 为 NSSA 区域 

# 配置 Switch A 的 NSSA 区域。 
[SwitchA] ospfv3 

[SwitchA-ospfv3-1] area 1 

[SwitchA-ospfv3-1-area-0.0.0.1] nssa 

[SwitchA-ospfv3-1-area-0.0.0.1] quit 

[SwitchA-ospfv3-1] quit 

# 配置 Switch B 的 NSSA 区域。 
[SwitchB] ospfv3 

[SwitchB-ospfv3-1] area 1 

[SwitchB-ospfv3-1-area-0.0.0.1] nssa 

[SwitchB-ospfv3-1-area-0.0.0.1] quit 

[SwitchB-ospfv3-1] quit 

# 查看 Switch A 的 OSPFv3 路由表信息。 
[SwitchA] display ospfv3 1 routing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1.1.1 

------------------------------------------------------------------------- 

 I  - Intra area route,  E1 - Type 1 external route,  N1 - Type 1 NSSA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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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 - Inter area route,  E2 - Type 2 external route,  N2 - Type 2 NSSA route 

 *  - Selected route 

 

 *Destination: 2001::/64 

  Type       : IA                                        Cost     : 2 

  NextHop    : FE80::20C:29FF:FE74:59C6                  Interface: Vlan200 

  AdvRouter  : 2.2.2.2                                   Area     : 0.0.0.1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1::/64 

  Type       : I                                         Cost     : 1 

  Nexthop    : ::                                        Interface: Vlan200 

  AdvRouter  : 1.1.1.1                                   Area     : 0.0.0.1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2::/64 

  Type       : IA                                        Cost     : 3 

  NextHop    : FE80::20C:29FF:FE74:59C6                  Interface: Vlan200 

  AdvRouter  : 2.2.2.2                                   Area     : 0.0.0.1 

  Preference : 10 

 

 Total: 3 

 Intra area: 1         Inter area: 2         ASE: 0         NSSA: 0 

(4) 配置 Switch A 引入静态路由 

# 配置 Switch A 上的静态路由，并配置 OSPFv3 引入静态路由。 
[SwitchA] ipv6 route-static 1234:: 64 null 0 

[SwitchA] ospfv3 1 

[SwitchA-ospfv3-1] import-route static 

[SwitchA-ospfv3-1] quit 

# 查看 Switch D 的 OSPFv3 路由表，可以看到 NSSA 区域引入的一条 AS 外部的路由。 
[SwitchD] display ospfv3 1 routing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4.4.4.4 

------------------------------------------------------------------------- 

 I  - Intra area route,  E1 - Type 1 external route,  N1 - Type 1 NSSA route 

 IA - Inter area route,  E2 - Type 2 external route,  N2 - Type 2 NSSA route 

 *  - Selected route 

 

 *Destination: 2001::/64 

  Type       : IA                                        Cost     : 2 

  NextHop    : FE80::20C:29FF:FEB9:F2EF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3.3.3.3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1::/64 

  Type       : IA                                        Cost     : 3 

  NextHop    : FE80::20C:29FF:FEB9:F2EF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3.3.3.3                                   Area     :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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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2001:2::/64 

  Type       : I                                         Cost     : 1 

  NextHop    : ::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4.4.4.4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Destination: 1234::/64 

  Type       : E2                                        Cost     : 1 

  NextHop    : FE80::20C:29FF:FEB9:F2EF                  Interface: Vlan400 

  AdvRouter  : 2.2.2.2                                   Area     : 0.0.0.2 

  Preference : 10 

 

 Total: 4 

 Intra area: 1         Inter area: 2         ASE: 1         NSSA: 0 

1.19.3  OSPFv3 的DR选择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 的优先级配置为 100，它是网络上的最高优先级，所以 Switch A 被选为 DR； 

• Switch C 的优先级配置为 2，它是优先级次高的，被选为 BDR； 

• Switch B 的优先级配置为 0，这意味着它将无法成为 DR； 

• Switch D 没有配置优先级，取缺省值 1。 

2. 组网图 

图1-4 OSPFv3 的 DR 选择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OSPFv3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启动 OSPFv3，并配置其 Router ID 为 1.1.1.1。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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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ospfv3-1] router-id 1.1.1.1 

[SwitchA-ospfv3-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 Switch B，启动 OSPFv3，并配置其 Router ID 为 2.2.2.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v3 

[SwitchB-ospfv3-1] router-id 2.2.2.2 

[SwitchB-ospfv3-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ospfv3 1 area 0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 Switch C，启动 OSPFv3，并配置其 Router ID 为 3.3.3.3。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v3 

[SwitchC-ospfv3-1] router-id 3.3.3.3 

[SwitchC-ospfv3-1]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C-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0 

[SwitchC-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 Switch D，启动 OSPFv3，并配置其 Router ID 为 4.4.4.4。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ospfv3 

[SwitchD-ospfv3-1] router-id 4.4.4.4 

[SwitchD-ospfv3-1] quit 

[Switch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D-Vlan-interface200] ospfv3 1 area 0 

[SwitchD-Vlan-interface200] quit 

# 查看 Switch A 的邻居信息，可以看到 DR 优先级（缺省为 1）以及邻居状态，此时优先级相

等，Router ID 大者被选为 DR，可以看到 Switch D 为 DR，Switch C 为 BDR。 
[SwitchA] display ospfv3 peer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1.1.1 

 

 Area: 0.0.0.0 

------------------------------------------------------------------------- 

 Router ID       Pri State             Dead-Time InstID Interface 

 2.2.2.2         1   2-Way/DROther     00:00:36  0      Vlan200 

 3.3.3.3         1   Full/BDR          00:00:35  0      Vlan100 

 4.4.4.4         1   Full/DR           00:00:33  0      Vlan200 

# 查看 Switch D 的邻居信息，可以看到 Switch D 和其他邻居之间的邻居状态都为 Full。 
[SwitchD] display ospfv3 peer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4.4.4.4 

 

 Area: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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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ter ID       Pri State             Dead-Time InstID Interface 

 1.1.1.1         1   Full/DROther      00:00:30  0      Vlan100 

 2.2.2.2         1   Full/DROther      00:00:37  0      Vlan200 

 3.3.3.3         1   Full/BDR          00:00:31  0      Vlan100 

(3) 配置接口的 DR 优先级 

# 配置 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100 的 DR 优先级为 100。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ospfv3 dr-priority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 Switch B 的接口 Vlan-interface200 的 DR 优先级为 0。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ospfv3 dr-priority 0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 Switch C 的接口 Vlan-interface100 的 DR 优先级为 2。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C-Vlan-interface100] ospfv3 dr-priority 2 

[SwitchC-Vlan-interface100] quit 

# 显示 Switch A 的邻居信息，可以看到 DR 优先级已经更新，但 DR/BDR 并未改变。 
[SwitchA] display ospfv3 peer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1.1.1 

 

 Area: 0.0.0.0 

------------------------------------------------------------------------- 

 Router ID       Pri State             Dead-Time InstID Interface 

 2.2.2.2         0   2-Way/DROther     00:00:36  0      Vlan200 

 3.3.3.3         2   Full/BDR          00:00:35  0      Vlan200 

 4.4.4.4         1   Full/DR           00:00:33  0      Vlan200 

# 显示 Switch D 的邻居信息，可以看到 Switch D 仍然为 DR。 
[SwitchD] display ospfv3 peer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4.4.4.4 

 

 Area: 0.0.0.0 

------------------------------------------------------------------------- 

 Router ID       Pri State             Dead-Time InstID Interface 

 1.1.1.1         100 Full/DROther      00:00:30  0      Vlan100 

 2.2.2.2         0   Full/DROther      00:00:37  0      Vlan200 

 3.3.3.3         2   Full/BDR          00:00:31  0      Vlan100 

(4) 重新进行 DR/BDR 选择 

# 将所有接口进行一次 shutdown 和 undo shutdown，使 OSPFv3 进行 DR/BDR 的重新选

举。 

# 查看 Switch A 的邻居信息，可以看到 Switch C 为 BDR。 
[SwitchA] display ospfv3 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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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1.1.1.1 

 

 Area: 0.0.0.0 

------------------------------------------------------------------------- 

 Router ID       Pri State             Dead-Time InstID Interface 

 2.2.2.2         0   Full/DROther      00:00:36  0      Vlan200 

 3.3.3.3         2   Full/BDR          00:00:35  0      Vlan100 

 4.4.4.4         1   Full/DROther      00:00:33  0      Vlan200 

# 查看 Switch D 的邻居信息，可以看到 Switch A 为 DR。 
[SwitchD] display ospfv3 peer 

 

               OSPFv3 Process 1 with Router ID 4.4.4.4 

 

 Area: 0.0.0.0 

------------------------------------------------------------------------- 

 Router ID       Pri State             Dead-Time InstID Interface 

 1.1.1.1         100 Full/DR           00:00:30  0      Vlan100 

 2.2.2.2         0   2-Way/DROther     00:00:37  0      Vlan200 

 3.3.3.3         2   Full/BDR          00:00:31  0      Vlan100 

1.19.4  OSPFv3 引入外部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位于 Area 2 内； 

• Switch B 上运行两个 OSPFv3 进程：OSPFv3 1 和 OSPFv3 2。Switch B 通过 OSPFv3 1 和

Switch A 交换路由信息，通过 OSPFv3 2 和 Switch C 交换路由信息； 

• 在 Switch B上配置 OSPFv3进程 2引入外部路由，引入直连路由和 OSPFv3进程 1的路由，

并将引入的外部路由的缺省度量值设置为 3，使得 Switch C 能够学习到达 1::0/64 和 2::0/64
的路由，但 Switch A 不能学习到达 3::0/64 和 4::0/64 的路由。 

2. 组网图 

图1-5 OSPFv3 引入外部路由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OSPF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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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witch A 上启动 OSPFv3 进程 1。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v3 1 

[SwitchA-ospfv3-1] router-id 1.1.1.1 

[SwitchA-ospfv3-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2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ospfv3 1 area 2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quit 

# 在 Switch B 上启动两个 OSPFv3 进程，进程号分别为 1 和 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v3 1 

[SwitchB-ospfv3-1] router-id 2.2.2.2 

[SwitchB-ospfv3-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2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B] ospfv3 2 

[SwitchB-ospfv3-2] router-id 3.3.3.3 

[SwitchB-ospfv3-2]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 

[SwitchB-Vlan-interface300] ospfv3 2 area 2 

[SwitchB-Vlan-interface300] quit 

# 在 Switch C 上启动 OSPFv3 进程 2。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v3 2 

[SwitchC-ospfv3-2] router-id 4.4.4.4 

[SwitchC-ospfv3-2]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 

[SwitchC-Vlan-interface300] ospfv3 2 area 2 

[SwitchC-Vlan-interface300]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00 

[SwitchC-Vlan-interface400] ospfv3 2 area 2 

[SwitchC-Vlan-interface400] quit 

# 查看 Switch C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C]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7 Routes : 7 

 

Destination: ::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3::/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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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0 

 

Destination: 3::2/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4::/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Vlan400                                     Cost      : 0 

 

Destination: 4::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FE80::/10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Cost      : 0 

 

Destination: FF00::/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3) 配置 OSPFv3 引入外部路由 

# 在 Switch B 上配置 OSPFv3 引入外部路由,，引入直连路由和 OSPFv3 进程 1 的路由。 
[SwitchB] ospfv3 2 

[SwitchB-ospfv3-2] default cost 3 

[SwitchB-ospfv3-2] import-route ospfv3 1 

[SwitchB-ospfv3-2] import-route direct 

[SwitchB-ospfv3-2] quit 

# 查看路由引入后 Switch C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C]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9 Routes : 9 

 

Destination: ::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1::/64                                      Protocol  : O_ASE2 

NextHop    : FE80::200:CFF:FE01:1C03                     Preference: 15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3 

 

Destination: 2::/64                                      Protocol  : O_ASE2 

NextHop    : FE80::200:CFF:FE01:1C03                     Preference: 15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3 

 

Destination: 3::/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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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3::2/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4::/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Vlan400                                     Cost      : 0 

 

Destination: 4::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FE80::/10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Cost      : 0 

 

Destination: FF00::/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1.19.5  OSPFv3 发布ASBR聚合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位于 Area 2 内； 

• Switch B上运行两个OSPFv3进程：1和2。Switch B通过进程1和Switch A交换路由信息，

通过进程 2 和 Switch C 交换路由信息； 

• 在 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200 上配置地址 2:1:1::1/64、2:1:2::1/64、2:1:3::1/64，并

在 Switch B 上配置 OSPFv3 进程 2 引入直连路由和 OSPFv3 进程 1 的路由，使得 Switch C
能够学习到达 2::/64、2:1:1::/64、2:1:2::/64、2:1:3::/64 的路由； 

• 为了减小Switch C的路由表规模，在Switch B上配置ASBR聚合路由，只发布聚合后的路由

2::/16。 

2. 组网图 

图1-6 OSPFv3 发布 ASBR 聚合路由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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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OSPFv3 

# 在 Switch A 上启动 OSPFv3 进程 1。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v3 1 

[SwitchA-ospfv3-1] router-id 1.1.1.1 

[SwitchA-ospfv3-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2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ipv6 address 2:1:1::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ipv6 address 2:1:2::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ipv6 address 2:1:3::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ospfv3 1 area 2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quit 

# 在 Switch B 上启动两个 OSPFv3 进程，进程号分别为 1 和 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v3 1 

[SwitchB-ospfv3-1] router-id 2.2.2.2 

[SwitchB-ospfv3-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2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B] ospfv3 2 

[SwitchB-ospfv3-2] router-id 3.3.3.3 

[SwitchB-ospfv3-2]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 

[SwitchB-Vlan-interface300] ospfv3 2 area 2 

[SwitchB-Vlan-interface300] quit 

# 在 Switch C 上启动 OSPFv3 进程 2。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v3 2 

[SwitchC-ospfv3-2] router-id 4.4.4.4 

[SwitchC-ospfv3-2]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00 

[SwitchC-Vlan-interface300] ospfv3 2 area 2 

[SwitchC-Vlan-interface300]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00 

[SwitchC-Vlan-interface400] ospfv3 2 area 2 

[SwitchC-Vlan-interface400] quit 

(3) 配置 OSPFv3 引入外部路由 

# 在 Switch B 上配置 OSPFv3 进程 2 引入直连路由和 OSPFv3 进程 1 的路由。 
[SwitchB] ospfv3 2 

[SwitchB-ospfv3-2] import-route ospfv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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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ospfv3-2] import-route direct 

[SwitchB-ospfv3-2] quit 

# 查看路由引入后 Switch C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C]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12 Routes : 12 

 

Destination: ::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1::/64                                      Protocol  : O_ASE2 

NextHop    : FE80::200:CFF:FE01:1C03                     Preference: 15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1 

 

Destination: 2::/64                                      Protocol  : O_ASE2 

NextHop    : FE80::200:CFF:FE01:1C03                     Preference: 15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1 

 

Destination: 2:1:1::/64                                  Protocol  : O_ASE2 

NextHop    : FE80::200:CFF:FE01:1C03                     Preference: 15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1 

 

Destination: 2:1:2::/64                                  Protocol  : O_ASE2 

NextHop    : FE80::200:CFF:FE01:1C03                     Preference: 15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1 

 

Destination: 2:1:3::/64                                  Protocol  : O_ASE2 

NextHop    : FE80::200:CFF:FE01:1C03                     Preference: 15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1 

 

Destination: 3::/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3::2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0 

 

Destination: 3::2/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4::/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4::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Vlan400                                     Cost      : 0 

 

Destination: 4::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FE80::/10                                   Protocol  : 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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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Cost      : 0 

 

Destination: FF00::/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4) 配置 OSPFv3 发布 ASBR 聚合路由 

# 在 Switch B 上配置 OSPFv3 进程 2 发布 ASBR 聚合路由 2::/16。 
[SwitchB] ospfv3 2 

[SwitchB-ospfv3-2] asbr-summary 2:: 16 

[SwitchB-ospfv3-2] quit 

# 查看路由聚合后 Switch C 的路由表信息。 
[SwitchC]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9 Routes : 9 

 

Destination: ::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1::/64                                      Protocol  : O_ASE2 

NextHop    : FE80::200:CFF:FE01:1C03                     Preference: 15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1 

 

Destination: 2::/16                                      Protocol  : O_ASE2 

NextHop    : FE80::200:CFF:FE01:1C03                     Preference: 15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1 

 

Destination: 3::/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3::2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Vlan300                                     Cost      : 0 

 

Destination: 3::2/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4::/64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4::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Vlan400                                     Cost      : 0 

 

Destination: 4::1/12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1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InLoop0                                     Cost      : 0 

 

Destination: FE80::/10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Cos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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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FF00::/8                                    Protocol  : Direct 

NextHop    : ::                                          Preference: 0 

Interface  : NULL0 

1.19.6  OSPFv3 GR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既属于同一自治系统，也属于同一 OSPFv3 区域，通过

OSPFv3 协议实现网络互连，并提供 GR 机制。 

• Switch A 作为 GR Restarter，Switch B 和 Switch C 作为 GR Helper 并且通过 GR 机制与

Switch A 保持同步。 

2. 组网图 

图1-7 OSPFv3 GR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OSPFv3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1.1.1.1。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v3 1 

[SwitchA-ospfv3-1] router-id 1.1.1.1 

[SwitchA-ospfv3-1] graceful-restart enable 

[SwitchA-ospfv3-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1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 Switch B，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2.2.2.2。缺省情况下，Switch B 的

GR helper 能力处于开启状态。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v3 1 

[SwitchB-ospfv3-1] router-id 2.2.2.2 

[SwitchB-ospfv3-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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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 Switch C，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3.3.3.3。缺省情况下，Switch C 的

GR helper 能力处于开启状态。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v3 1 

[SwitchC-ospfv3-1] router-id 3.3.3.3 

[SwitchC-ospfv3-1]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C-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1 

[SwitchC-Vlan-interface100] quit 

4. 验证配置 

运行稳定后，在 Switch A 上主备倒换进入 OSPFv3 协议的 GR 进程。 

1.19.7  OSPFv3 NSR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S 既属于同一自治系统，也属于同一 OSPFv3 区域，通过

OSPFv3 协议实现网络互连。Switch S 为分布式设备，提供 NSR 机制； 

• 当 Switch S 进行主备倒换时，Switch A 和 Switch B 与 Switch S 的邻居没有中断，Switch A
到 Switch B 的流量没有中断。 

2. 组网图 

图1-8 OSPFv3 NSR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OSPFv3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1.1.1.1。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v3 1 

[SwitchA-ospfv3-1] router-id 1.1.1.1 

[SwitchA-ospfv3-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1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 Switch B，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2.2.2.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v3 1 

[SwitchB-ospfv3-1] router-id 2.2.2.2 

[SwitchB-ospfv3-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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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ospfv3 1 area 1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 Switch S，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3.3.3.3。使能 NSR 能力。 
<SwitchS> system-view 

[SwitchS] ospfv3 1 

[SwitchS-ospfv3-1] router-id 3.3.3.3 

[SwitchS-ospfv3-1] non-stop-routing 

[SwitchS-ospfv3-1] quit 

[SwitchS]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S-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1 

[SwitchS-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S]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S-Vlan-interface200] ospfv3 1 area 1 

[SwitchS-Vlan-interface200] quit 

4. 验证配置 

运行稳定后，在 Switch S上主备倒换进入 OSPFv3协议的 NSR阶段，保证倒换期间流量正常转发，

倒换后平滑升级。 

1.19.8  OSPFv3 与BFD联动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上运行 OSPFv3，网络层相互可达。 

• 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过 L2 Switch 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 BFD 能够快速感知通告

OSPFv3 协议，并且切换到 Switch C 进行通信。 

2. 组网图 

图1-9 OSPFv3 与 BFD 联动配置组网图 

 

 

设备 接口 IPv6地址 设备 接口 IPv6地址 
Switch A Vlan-int10 2001::1/64 Switch B Vlan-int10 2001::2/64 
 Vlan-int11 2001:2::1/64  Vlan-int13 2001:3::2/64 
Switch C Vlan-int11 2001:2::2/64    
 Vlan-int13 2001: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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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OSPFv3 基本功能 

# 配置 Switch A，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1.1.1.1。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v3 

[SwitchA-ospfv3-1] router-id 1.1.1.1 

[SwitchA-ospfv3-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ospfv3 1 area 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 

[SwitchA-Vlan-interface11] ospfv3 1 area 0 

[SwitchA-Vlan-interface11] quit 

# 配置 Switch B，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2.2.2.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v3 

[SwitchB-ospfv3-1] router-id 2.2.2.2 

[SwitchB-ospfv3-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ospfv3 1 area 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3 

[SwitchB-Vlan-interface13] ospfv3 1 area 0 

[SwitchB-Vlan-interface13] quit 

# 配置 Switch C，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3.3.3.3。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v3 

[SwitchC-ospfv3-1] router-id 3.3.3.3 

[SwitchC-ospfv3-1]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 

[SwitchC-Vlan-interface11] ospfv3 1 area 0 

[SwitchC-Vlan-interface11]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3 

[SwitchC-Vlan-interface13] ospfv3 1 area 0 

[SwitchC-Vlan-interface13] quit 

(3) 配置 BFD 功能 

# 在 Switch A 上使能 BFD 检测功能，并配置 BFD 参数。 
[SwitchA] bfd session init-mode active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ospfv3 bfd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bfd detect-multiplier 7 

[SwitchA-Vlan-interface10]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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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witch B 上使能 BFD 检测功能，并配置 BFD 参数。 
[SwitchB] bfd session init-mode active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ospfv3 bfd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5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min-receive-interval 5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bfd detect-multiplier 6 

4. 验证配置 

下面以 Switch A 为例，Switch B 和 Switch A 类似，不再赘述。 

# 显示 Switch A 的 BFD 信息。 
<SwitchA> display bfd session 

 

 Total Session Num: 1            Init Mode: Active 

 

 IPv6 Session Working Under Ctrl Mode: 

 

     Local Discr: 1441                Remote Discr: 1450 

       Source IP: FE80::20F:FF:FE00:1202（Switch A 接口 Vlan-interface10 的链路本地地址） 

  Destination IP: FE80::20F:FF:FE00:1200（Switch B 接口 Vlan-interface10 的链路本地地址） 

   Session State: Up                     Interface: Vlan10 

       Hold Time: 2319ms 

# 在 Switch A 上查看 2001:4::0/64 的路由信息，可以看出 Switch A 和 Switch B 是通过 L2 Switch
进行通信的。 
<SwitchA>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2001:4::0 64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2001:4::/64                                 Protocol  : O_INTRA 

NextHop    : FE80::20F:FF:FE00:1200                      Preference: 10 

Interface  : Vlan10                                      Cost      : 1 

当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过 L2 Switch 通信的链路出现故障时： 

# 在 Switch A 上查看 2001:4::0/64 的路由信息，可以看出 Switch A 和 Switch B 已经切换到 Switch 
C 进行通信。 
<SwitchA>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2001:4::0 64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2001:4::/64                                 Protocol  : O_INTRA 

NextHop    : FE80::BAAF:67FF:FE27:DCD0                   Preference: 10 

Interface  : Vlan11                                      Cost      : 2 

1.19.9  OSPFv3 快速重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0 所示，Switch A、Switch B和Switch C属于同一OSPF区域，通过OSPFv3 协议实现网络

互连。要求当Switch A和Switch B之间的链路出现故障时，业务可以快速切换到链路B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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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0 OSPFv3 快速重路由配置组网图 

 
 

设备 接口 IP地址 设备 接口 IP地址 
Switch A Vlan-int100 1::1/64 Switch B Vlan-int101 3::1/64 
 Vlan-int200 2::1/64  Vlan-int200 2::2/64 
 Loop0 10::1/128  Loop0 20::1/128 
Switch C Vlan-int100 1::2/64    
 Vlan-int101 3::2/64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交换机接口的 IP 地址和 OSPFv3 协议 

请按照上面组网图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配置过程略。 

配置各交换机之间采用 OSPFv3协议进行互连，确保 Switch A、Switch B和 Switch C之间能

够在网络层互通，并且各交换机之间能够借助 OSPFv3 协议实现动态路由更新。 

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OSPFv3 快速重路由 

OSPFv3 支持快速重路由的配置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 LFA 算法选取备份下一跳，另一种

是在路由策略中指定备份下一跳，两种方法任选一种。 

方法一：使能 Switch A 和 Switch B 的 OSPFv3 快速重路由功能（通过 LFA 算法选取备份下

一跳信息）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v3 1 

[SwitchA-ospfv3-1] fast-reroute lfa 

[SwitchA-ospfv3-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v3 1 

[SwitchB-ospfv3-1] fast-reroute lfa 

[SwitchB-ospfv3-1] quit 

方法二：使能 Switch A 和 Switch B 的 OSPFv3 快速重路由功能（通过路由策略指定备份下一

跳） 

# 配置 Switc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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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v6 prefix-list abc index 10 permit 20::1 128 

[SwitchA] route-policy frr permit node 10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if-match ipv6 address prefix-list abc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apply ipv6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backup-nexthop 1::2/64 

[SwitchA-route-policy-frr-10] quit 

[SwitchA] ospfv3 1 

[SwitchA-ospfv3-1]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frr 

[SwitchA-ospfv3-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v6 prefix-list abc index 10 permit 10::1 128 

[SwitchB] route-policy frr permit node 10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if-match ipv6 address prefix-list abc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apply ipv6 fast-reroute backup-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1 backup-nexthop 3::2/64 

[SwitchB-route-policy-frr-10] quit 

[SwitchB] ospfv3 1 

[SwitchB-ospfv3-1] fast-reroute route-policy frr 

[SwitchB-ospfv3-1] quit 

4. 验证配置 

# 在 Switch A 上查看 20::1/128 的路由信息，可以看到备份下一跳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20::1 128 verbose 

 

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20::1/128 

   Protocol: O_INTRA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1                    Age: 00h03m45s 

       Cost: 6               Preference: 1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a                 OrigAs: 0 

      NibID: 0x23000005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 

      Flags: 0x10041        OrigNextHop: FE80::7685:45FF:FEAD:102 

      Label: NULL           RealNextHop: FE80::7685:45FF:FEAD:102 

    BkLabel: NULL             BkNextHop: FE80::34CD:9FF:FE2F:D02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0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 在 Switch B 上查看 10::1/128 的路由信息，可以看到备份下一跳信息。 
[SwitchB] display ipv6 routing-table 10::1 128 ver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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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count : 1 

 

Destination: 10::1/128 

   Protocol: O_INTRA 

 Process ID: 1 

  SubProtID: 0x1                    Age: 00h03m10s 

       Cost: 1               Preference: 10 

      IpPre: N/A             QosLocalID: N/A 

        Tag: 0                    State: Active Adv 

  OrigTblID: 0x0                OrigVrf: default-vrf 

    TableID: 0xa                 OrigAs: 0 

      NibID: 0x23000006          LastAs: 0 

     AttrID: 0xffffffff        Neighbor: :: 

      Flags: 0x10041        OrigNextHop: FE80::34CC:E8FF:FE5B:C02 

      Label: NULL           RealNextHop: FE80::34CC:E8FF:FE5B:C02 

    BkLabel: NULL             BkNextHop: FE80::7685:45FF:FEAD:102 

  Tunnel ID: Invali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00 

BkTunnel ID: Invalid        Bk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1 

   FtnIndex: 0x0           TrafficIndex: N/A 

  Connector: N/A                 PathID: 0x0 

1.19.10  OSPFv3 IPsec安全框架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所有的交换机都运行 OSPFv3，整个自治系统划分为 2 个区域。 

• 要求配置 IPsec 安全框架对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之间的 OSPFv3 报文进行有效性

检查和验证。 

2. 组网图 

图1-11 OSPFv3 IPsec 安全框架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2) 配置 OSPFv3 基本功能 

OSPFv3
Area 0

OSPFv3
Area 1

Switch A

Vlan-int100
2001::2/64

Vlan-int100
2001::1/64

Vlan-int200
2001:1::2/64

Switch CSwitch B

Vlan-int200
2001: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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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Switch A，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1.1.1.1。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ospfv3 1 

[SwitchA-ospfv3-1] router-id 1.1.1.1 

[SwitchA-ospfv3-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ospfv3 1 area 1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 Switch B，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2.2.2.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ospfv3 1 

[SwitchB-ospfv3-1] router-id 2.2.2.2 

[SwitchB-ospfv3-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ospfv3 1 area 1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quit 

# 配置 Switch C，启动 OSPFv3，并设置其 Router ID 为 3.3.3.3。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ospfv3 1 

[SwitchC-ospfv3-1] router-id 3.3.3.3 

[SwitchC-ospfv3-1]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C-Vlan-interface100] ospfv3 1 area 0 

[SwitchC-Vlan-interface100] quit 

(3) 配置 OSPFv3 IPsec 安全框架 

# 配置 Switch A。创建名为 trans 的安全提议，报文封装形式采用传输模式，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创建一条安全框架 profile001，协商方式为 manual，配置 SPI 和密钥。 
[SwitchA] ipsec transform-set trans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s] encapsulation-mode transport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s] protocol esp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s]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28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s]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s] quit 

[SwitchA] ipsec profile profile001 manual 

[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transform-set trans 

[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pi outbound esp 123456 

[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pi inbound esp 123456 

[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quit 

# 配置 Switch B。创建名为 trans 的安全提议，报文封装形式采用传输模式，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创建一条安全框架 profile001，协商方式为 manual，配置 SPI 和密钥。创建一条

安全框架 profile002，协商方式为 manual，配置 SPI 和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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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ipsec transform-set trans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s] encapsulation-mode transport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s] protocol esp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s]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28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s]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s] quit 

[SwitchB] ipsec profile profile001 manual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transform-set trans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pi outbound esp 123456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pi inbound esp 123456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quit 

[SwitchB] ipsec profile profile002 manual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2] transform-set trans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2] sa spi outbound esp 256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2] sa spi inbound esp 256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2]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byebye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byebye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quit 

# 配置 Switch C。创建名为 trans 的安全提议，报文封装形式采用传输模式，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创建一条安全框架 profile002，协商方式为 manual，配置 SPI 和密钥。 
[SwitchC] ipsec transform-set trans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trans] encapsulation-mode transport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trans] protocol esp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trans]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28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trans]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trans] quit 

[SwitchC] ipsec profile profile002 manual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2] transform-set trans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2] sa spi outbound esp 256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2] sa spi inbound esp 256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2]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byebye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byebye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quit 

(4) 配置 OSPFv3 区域上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 配置 Switch A。 
[SwitchA] ospfv3 1 

[SwitchA-ospfv3-1] area 1 

[SwitchA-ospfv3-1-area-0.0.0.1] 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001 

[SwitchA-ospfv3-1-area-0.0.0.1] quit 

[SwitchA-ospfv3-1] quit 

# 配置 Switch B。 
[SwitchB] ospfv3 1 

[SwitchB-ospfv3-1] area 0 

[SwitchB-ospfv3-1-area-0.0.0.0] 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002 

[SwitchB-ospfv3-1-area-0.0.0.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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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ospfv3-1] area 1 

[SwitchB-ospfv3-1-area-0.0.0.1] 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001 

[SwitchB-ospfv3-1-area-0.0.0.1] quit 

[SwitchB-ospfv3-1] quit 

# 配置 Switch C。 
[SwitchC] ospfv3 1 

[SwitchC-ospfv3-1] area 0 

[SwitchC-ospfv3-1-area-0.0.0.0] 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002 

[SwitchC-ospfv3-1-area-0.0.0.0] quit 

[SwitchC-ospfv3-1] quit 

4. 验证配置 

以上配置完成后，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的 OSPFv3 报文将被加密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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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v6 策略路由 

1.1  IPv6策略路由简介 

与单纯依照 IPv6 报文的目的地址查找路由表进行转发不同，策略路由是一种依据用户制定的策略

进行路由转发的机制。策略路由可以对于满足一定条件（ACL 规则）的报文，执行指定的操作（设

置报文的下一跳）。 

1.1.1  IPv6 报文的转发流程 

报文到达后，其后续的转发流程如下： 

• 首先根据配置的策略路由转发。 

• 若找不到匹配的节点，或虽然找到了匹配的节点但指导 IPv6 报文转发失败时，根据路由表中

除缺省路由之外的路由来转发报文。 

• 若转发失败，则根据缺省路由来转发报文。 

1.1.2  IPv6 策略路由类型 

根据作用对象的不同，策略路由可分为本地策略路由和转发策略路由： 

• 本地策略路由：对设备本身产生的报文（比如本地发出的 ping 报文）起作用，指导其发送。 

• 转发策略路由：对接口接收的报文起作用，指导其转发。 

1.1.3  IPv6 策略简介 

IPv6 策略用来定义报文的匹配规则，以及对报文执行的操作。IPv6 策略由节点组成。 

一个 IPv6 策略可以包含一个或者多个节点。节点的构成如下： 

• 每个节点由节点编号来标识。节点编号越小节点的优先级越高，优先级高的节点优先被执行。 

• 每个节点的具体内容由 if-match 子句和 apply 子句来指定。if-match 子句定义该节点

的匹配规则，apply 子句定义该节点的动作。 

• 每个节点对报文的处理方式由匹配模式决定。匹配模式分为 permit（允许）和 deny（拒绝）

两种。 

应用 IPv6 策略后，系统将根据 IPv6 策略中定义的匹配规则和操作，对报文进行处理：系统按照优

先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匹配各节点，如果报文满足这个节点的匹配规则，就执行该节点的动作；

如果报文不满足这个节点的匹配规则，就继续匹配下一个节点；如果报文不能满足 IPv6 策略中任

何一个节点的匹配规则，则根据路由表来转发报文。 

1. if-match子句关系 

目前，IPv6 策略路由支持通过 if-match acl 子句设置 ACL 匹配规则，在一个节点中只能配置一

条 if-match acl 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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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ly子句关系 

目前，IPv6 策略路由仅提供了一种 apply 子句，即 apply next-hop，用来设置报文转发的下一

跳。 

3. 节点的匹配模式与节点的if-match子句、apply子句的关系 

一个节点的匹配模式与这个节点的if-match子句、apply子句的关系如 表 1-1 所示。 

表1-1 节点的匹配模式、if-match 子句、apply 子句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否满足所有

if-match 子句 

节点匹配模式 

permit（允许模式） deny（拒绝模式） 

是 

• 如果节点配置了apply子句，则执行此节点apply子句，

不再匹配下一节点，如果节点指导报文转发成功，则不再

匹配下一节点 

• 如果节点未配置 apply 子句，则不会执行任何动作，且

不再匹配下一节点，报文将根据路由表来进行转发 

不执行此节点apply子句，

不再匹配下一节点，报文将

根据路由表来进行转发 

否 不执行此节点apply子句，继续匹配下一节点 不执行此节点apply子句，

继续匹配下一节点 

 

 

如果一个节点中未配置任何 if-match 子句，则认为所有报文都满足该节点的匹配规则，按照“报

文满足所有 if-match 子句”的情况进行后续处理。 

 

1.1.4  IPv6 策略路由与Track联动 

IPv6 策略路由通过与 Track 联动，增强了应用的灵活性和对网络环境变化的动态感知能力。 

IPv6 策略路由可以在配置报文的下一跳时与 Track 项关联，根据 Track 项的状态来动态地决定 IPv6
策略的可用性。IPv6 策略路由配置仅在关联的 Track 项状态为 Positive 或 NotReady 时生效。关于

IPv6 策略路由与 Track 联动的详细介绍和相关配置，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Track”。 

1.2  IPv6策略路由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目的为本机的报文匹配 IPv6 PBR策略，那么设备会执行策略中的apply动作，包括转发动作。

在配置 IPv6 PBR 策略时，请注意规避这种情况的发生。 

1.3  IPv6策略路由配置任务简介 

IPv6 策略路由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IPv6 策略 

a. 创建IPv6 策略节点 

b. 配置IPv6 策略节点的匹配规则 

c. 配置IPv6 策略节点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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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IPv6 策略 

请选择以下至少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对本地报文应用IPv6 策略 

 对接口转发的报文应用IPv6 策略 

1.4  配置IPv6策略 

1.4.1  创建IPv6 策略节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Pv6 策略节点，并进入 IPv6 策略节点视图。 
ipv6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1.4.2  配置IPv6 策略节点的匹配规则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Pv6 策略节点视图。 
ipv6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3) 设置 ACL 匹配规则。 
if-match acl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 ACL 匹配规则。 

IPv6 策略路由不支持匹配二层信息的 ACL 匹配规则。 

设置 ACL匹配规则时，对于 ACL规则的 permit/deny动作以及 time-range指定的规则生效时

间段等的处理机制不再生效。 

1.4.3  配置IPv6 策略节点的动作 

1. 功能简介 

用户通过配置 apply 子句指导 IPv6 策略节点的动作。目前，IPv6 策略路由仅提供了一种 apply

子句，即 apply next-hop，用来设置报文转发的下一跳。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IPv6 策略路由通过查询 FIB 表中是否存在下一跳地址对应的条目，判断设置的报文转发下一跳地址

是否可用。IPv6 策略路由周期性检查 FIB 表，设备到下一跳的路径发生变化时，IPv6 策略路由无

法及时感知，可能会导致通信发生短暂中断。 

3. 配置指导报文转发类动作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Pv6 策略节点视图。 
ipv6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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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报文转发的下一跳。 
apply next-hop  { ipv6-address [ direct ] [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 
&<1-2>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报文转发的下一跳。 

用户通过一次或多次配置本命令可以同时配置多个下一跳，每个节点最多可以配置 2 个下一

跳，这些下一跳起到主备的作用。 

1.5  应用IPv6策略 

1.5.1  对本地报文应用IPv6 策略 

1. 功能简介 

通过本配置，可以将已经配置的 IPv6 策略应用到本地，指导设备本身产生 IPv6 报文的发送。应用

IPv6 策略时，该 IPv6 策略必须已经存在，否则配置将失败。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本地报文只能应用一个 IPv6策略。应用新的 IPv6策略前必须删除本地原来已经应用的 IPv6策略。 

若无特殊需求，建议用户不要对本地报文应用 IPv6 策略。否则，有可能会对本地报文的发送造成

不必要的影响（如 ping、telnet 服务的失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对本地报文应用 IPv6 策略。 
ipv6 local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未对本地报文应用 IPv6 策略。 

1.5.2  对接口转发的报文应用IPv6 策略 

1. 功能简介 

通过本配置，可以将已经配置的 IPv6 策略应用到接口，指导接口接收的所有 IPv6 报文的转发。应

用 IPv6 策略时，该 IPv6 策略必须已经存在，否则配置将失败。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接口转发的报文应用 IPv6 策略时，一个接口只能应用一个 IPv6 策略。应用新的 IPv6 策略前必须

删除接口上原来已经应用的 IPv6 策略。 

一个 IPv6 策略可以同时被多个接口应用。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对接口转发的报文应用 IPv6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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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未对接口转发的报文应用 IPv6 策略。 

1.6  IPv6策略路由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IPv6 策略路由配置后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用户可以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IPv6 策略路由的统计信息。 

表1-2 IPv6 策略路由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已经配置的IPv6策略 display ipv6 policy-based-route [ policy 
policy-name ] 

显示接口下IPv6转发策略路由的配置信息和统

计信息 

display ipv6 policy-based-rout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本地策略路由的配置信息和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policy-based-route local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已经应用的IPv6策略路由信息 display ipv6 policy-based-route setup 

清除IPv6策略路由的统计信息 reset ipv6 policy-based-route statistics 
[ policy policy-name ] 

 

1.7  IPv6策略路由典型配置举例 

1.7.1  基于报文协议类型的IPv6 本地策略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 分别与 Switch B 和 Switch C 直连（保证 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路由完全不可达）。通

过策略路由控制 Switch A 产生的报文： 

• 指定所有 TCP 报文的下一跳为 1::2； 

• 其它 IPv6 报文仍然按照查找路由表的方式进行转发。 

2. 组网图 

图1-1 基于报文协议类型的本地策略路由的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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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VLAN 10 和 VLAN 20。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10 

[SwitchA-vlan10] quit 

[SwitchA] vlan 20 

[SwitchA-vlan2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 和 Vlan-interface20 的 IPv6 地址。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v6 address 1::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v6 address 2::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 定义访问控制列表 ACL 3001，用来匹配 TCP 报文。 
[SwitchA] acl ipv6 advanced 3001 

[SwitchA-acl-ipv6-adv-3001] rule permit tcp 

[SwitchA-acl-ipv6-adv-3001] quit 

# 定义 5 号节点，指定所有 TCP 报文的下一跳为 1::2。 
[SwitchA] ipv6 policy-based-route aaa permit node 5 

[SwitchA-pbr6-aaa-5] if-match acl 3001 

[SwitchA-pbr6-aaa-5] apply next-hop 1::2 

[SwitchA-pbr6-aaa-5] quit 

# 在 Switch A 上应用本地策略路由。 
[SwitchA] ipv6 local policy-based-route aaa 

(2) 配置 Switch B 

# 创建 VLAN 10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vlan 10 

[SwitchB-vlan1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 的 IP 地址。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ipv6 address 1::2 64 

(3) 配置 Switch C 

#创建 VLAN 20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vlan 20 

[SwitchC-vlan20] quit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20 的 IP 地址。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C-Vlan-interface20] ipv6 address 2::2 64 

4. 验证配置 

从 Switch A 上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 Switch B（1::2/64），结果成功。 

从 Switch A 上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 Switch C（2::2/64），结果失败。 

从 Switch A 上 ping Switch C（2::2/64），结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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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Telnet 使用的是 TCP 协议，ping 使用的是 ICMP6 协议，所以由以上结果可证明：Switch A 发

出的 TCP 报文的下一跳为 1::2，接口 Vlan-interface20 不发送 TCP 报文，但可以发送非 TCP 报文，

策略路由设置成功。 

1.7.2  基于报文协议类型的IPv6 转发策略路由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 分别与 Switch B 和 Switch C 直连（保证 Switch B 和 Switch C 之间路由完全不可达）。通

过策略路由控制从 Switch A 的接口 Vlan-interface11 接收的报文： 

• 指定所有 TCP 报文的下一跳为 1::2； 

• 其它 IPv6 报文仍然按照查找路由表的方式进行转发。 

2. 组网图 

图1-2 基于报文协议类型的 IPv6 转发策略路由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创建 VLAN 10 和 VLAN 20。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10 

[SwitchA-vlan10] quit 

[SwitchA] vlan 20 

[SwitchA-vlan20] quit 

# 配置动态路由协议 RIPng。 
[SwitchA] ripng 1 

[SwitchA-ripng-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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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v6 address 1::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10] ripng 1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v6 address 2::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20] ripng 1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 定义访问控制列表 ACL 3001，用来匹配 TCP 报文。 
[SwitchA] acl ipv6 advanced 3001 

[SwitchA-acl-ipv6-adv-3001] rule permit tcp 

[SwitchA-acl-ipv6-adv-3001] quit 

# 定义 5 号节点，指定所有 TCP 报文的下一跳为 1::2。 
[SwitchA] ipv6 policy-based-route aaa permit node 5 

[SwitchA-pbr6-aaa-5] if-match acl 3001 

[SwitchA-pbr6-aaa-5] apply next-hop 1::2 

[SwitchA-pbr6-aaa-5]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1 上应用转发策略路由，处理此接口接收的报文。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1 

[SwitchA-Vlan-interface11] ipv6 address 10::2 64 

[SwitchA-Vlan-interface11] undo ipv6 nd ra halt 

[SwitchA-Vlan-interface11] ripng 1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1] ipv6 policy-based-route aaa 

(2) 配置 Switch B 

# 创建 VLAN 10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vlan 10 

[SwitchB-vlan10] quit 

# 配置动态路由协议 RIPng。 
[SwitchB] ripng 1 

[SwitchB-ripng-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B-Vlan-interface10] ipv6 address 1::2 64 

[SwitchB-Vlan-interface10] ripng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 quit 

(3) 配置 Switch C 

#创建 VLAN 20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vlan 20 

[SwitchC-vlan20] quit 

# 配置动态路由协议 RIPng。 
[SwitchC] ripng 1 

[SwitchC-ripng-1]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C-Vlan-interface20] ipv6 address 2::2 64 

[SwitchC-Vlan-interface20] ripng 1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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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Vlan-interface20] quit 

4. 验证配置 

在 Host A 上安装 IPv6 协议栈，并将 IPv6 地址配置为 10::3。 
C:\>ipv6 install 

Installing... 

Succeeded. 

C:\>ipv6 adu 4/10::3 

从 Host A 上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 Router B，结果成功。 

从 Host A 上通过 Telnet 方式登录 Router C，结果失败。 

从 Host A 上 ping Router C，结果成功。 

由于 Telnet 使用的是 TCP 协议，ping 使用的是 ICMP 协议，所以由以上结果可证明：从 Switch A
的接口Vlan-interface11接收的TCP报文的下一跳为1::2，接口Vlan-interface20不转发TCP报文，

但可以转发非 TCP 报文，策略路由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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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由策略 

1.1  路由策略简介 

路由策略是为了改变网络流量所经过的途径而修改路由信息的技术，主要通过改变路由属性（包括

可达性）来实现。路由策略可以用来控制路由的发布、控制路由的接收、管理引入的路由和设置路

由的属性。 

1.1.1  路由策略的实现 

路由策略的实现步骤如下： 

(1) 首先要定义将要实施路由策略的路由信息的特征，即定义一组匹配规则。可以灵活使用过滤

器来定义各种匹配规则。 

(2) 然后再将匹配规则应用于路由的发布、接收和引入等过程的路由策略中。 

1.1.2  过滤器 

过滤器可以看作是路由策略过滤路由的工具，单独配置的过滤器没有任何过滤效果，只有在路由协

议的相关命令中应用这些过滤器，才能够达到预期的过滤效果。 

1. 访问控制列表 

访问控制列表可以指定 IP 地址和子网范围，用于匹配路由信息的目的网段地址或下一跳地址。 

ACL 的相关内容请参见“ACL 和 QoS 配置指导”中的“ACL”。 

2. 地址前缀列表 

地址前缀列表的作用类似于 ACL，但比它更为灵活，且更易于用户理解。使用地址前缀列表过滤路

由信息时，其匹配对象为路由信息的目的地址。 

一个地址前缀列表由前缀列表名标识。每个前缀列表可以包含多个表项，每个表项可以独立指定一

个网络前缀形式的匹配范围，并用一个索引号来标识，索引号指明了在地址前缀列表中进行匹配检

查的顺序。 

每个表项之间是“或”的关系，在匹配的过程中，路由器按升序依次检查由索引号标识的各个表项，

只要有某一表项满足条件，就意味着通过该地址前缀列表的过滤（不再对下一个表项进行匹配）。 

3. 路由策略 

路由策略是一种比较复杂的过滤器，它不仅可以匹配路由信息的某些属性，还可以在条件满足时改

变路由信息的属性。路由策略可以使用前面几种过滤器定义自己的匹配规则。 

一个路由策略可以由多个节点构成，每个节点是匹配检查的一个单元。在匹配过程中，系统按节点

序号升序依次检查各个节点。不同节点间是“或”的关系，如果通过了其中一个节点，就意味着通

过该路由策略，不再对其他节点进行匹配（配置了 continue 子句的情况除外）。 

每个节点对路由信息的处理方式由匹配模式决定。匹配模式分为 permit 和 deny 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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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mit：指定节点的匹配模式为允许模式。当路由信息通过该节点的过滤后，将执行该节点

的 apply 子句，不进入下一个节点的匹配（配置了 continue 子句的情况除外）；如果路由

信息没有通过该节点过滤，将进入下一个节点继续匹配。 

• deny：指定节点的匹配模式为拒绝模式（此模式下 apply 子句和 continue 子句不会被执

行）。当路由信息通过该节点的过滤后，将被拒绝通过该节点，不进入下一个节点的匹配；如

果路由信息没有通过该节点的过滤，将进入下一个节点继续匹配。 

每个节点可以由一组 if-match、apply 和 continue 子句组成。 

• if-match 子句：定义匹配规则，匹配对象是路由信息的一些属性。同一节点中的不同

if-match 子句是“与”的关系，只有满足节点内所有 if-match 子句指定的匹配条件，才

能通过该节点的匹配。 

• apply 子句：指定动作，也就是在通过节点的匹配后，对路由信息的一些属性进行设置。 

• continue 子句：用来配置下一个执行节点。当路由成功匹配当前路由策略节点（必须是

permit 节点）时，可以指定路由继续匹配同一路由策略内的下一个节点，这样可以组合路由

策略各个节点的 if-match 子句和 apply 子句，增强路由策略的灵活性。 

if-match、apply 和 continue 子句可以根据应用进行设置，都是可选的。 

• 如果只过滤路由，不设置路由的属性，则不需要使用 apply 子句。 

• 如果某个 permit 节点未配置任何 if-match 子句，则该节点匹配所有的路由。 

• 通常在多个 deny 节点后设置一个不含 if-match 子句和 apply 子句的 permit 节点，用

于允许其它的路由通过。 

1.2  路由策略配置任务简介 

路由策略配置任务如下： 

(1) （可选）配置过滤器 

 配置IPv4 地址前缀列表 

 配置IPv6 地址前缀列表 

(2) 配置路由策略 

a. 创建路由策略 

b. 配置if-match子句 

c. 配置apply子句 

d. 配置continue子句 

1.3  配置IPv4地址前缀列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所有表项都是deny模式，则任何路由都不能通过该过滤列表。要允许其它所有 IPv4路由通过，

需要在多条 deny 模式的表项后定义一条 permit 0.0.0.0 0 less-equal 32 表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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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IPv4 地址前缀列表。 
ip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index index-number ] { deny | permit } 
ip-address mask-length [ greater-equal min-mask-length ] [ less-equal 
max-mask-length ] 

1.4  配置IPv6地址前缀列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所有表项都是deny模式，则任何路由都不能通过该过滤列表。要允许其它所有 IPv6路由通过，

需要在多条 deny 模式的表项后定义一条 permit :: 0 less-equal 128 表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Pv6 地址前缀列表。 
ipv6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index index-number ] { deny | permit } 
ipv6-address { inverse inverse-prefix-length | prefix-length 
[ greater-equal min-prefix-length ] [ less-equal max-prefix-length ] } 

1.5  配置路由策略 

1.5.1  创建路由策略 

1. 功能简介 

路由策略中至少应该有一个节点的匹配模式是permit。如果路由策略的所有节点都是deny模式，

则没有路由信息能通过该路由策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路由策略，并进入该路由策略视图。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1.5.2  配置if-match子句 

1. 功能简介 

在一个节点中，可以没有 if-match 子句，也可以有多个 if-match 子句。当不指定 if-match

子句时，如果该节点的匹配模式为允许模式，则所有路由信息都会通过该节点的过滤；如果该节点

的匹配模式为拒绝模式，则所有路由信息都会被拒绝。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配置了多条相同类型的 if-match 子句，设备在显示路由策略时，会将这些 if-match 子句

合并为一条 if-match 子句。如果合并后的 if-match 子句超过命令行最大长度，则这些相同类

型的 if-match 子句会分成多条显示，这些子句之间是“或”的关系，即满足一个匹配条件，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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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匹配该 if-match 语句，例如出现多条 if-match community 子句时，各个子句的团体属性

之间是“或”的关系，即满足其中一个团体属性，就认为匹配 if-match community 子句。 

如果一个节点中 if-match 子句只指定了 IPv6 ACL，没有指定 IPv4 ACL，所有的 IPv4 路由信息

都会匹配这个节点。如果一个节点中 if-match 子句只指定 IPv4 ACL，没有指定 IPv6 ACL，所有

的 IPv6 路由信息都会匹配这个节点。 

如果 if-match 子句对应的 ACL 不存在，则默认满足该匹配条件。如果 if-match 子句对应的

ACL 中没有匹配的 ACL 规则或者 ACL 规则处于非激活状态，则默认不满足该匹配条件。 

如果 if-match 子句对应的前缀列表、团体属性列表或扩展团体属性列表不存在，则默认满足该匹

配条件。如果 if-match 子句对应的前缀列表、团体属性列表或扩展团体属性列表中没有匹配的规

则，则默认不满足该匹配条件。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路由策略视图。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3) 配置通过 ACL 或 IP 地址前缀列表匹配路由。 

（IPv4 网络） 
if-match ip { address | next-hop | route-source } { acl ipv4-acl-number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IPv6 网络） 
if-match ipv6 { address | next-hop | route-source } { acl ipv6-acl-number 
| prefix-list prefix-list-na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通过 ACL 或 IP 地址前缀列表匹配路由。 

路由策略使用非 VPN 的 ACL 进行路由过滤。 

(4) 配置基于路由信息的匹配条件。 

 配置路由信息的路由开销匹配条件。 
if-match cost cost-value 

 配置路由信息的出接口匹配条件。 
if-match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1-16> 

 配置路由信息类型匹配条件。 
if-match route-type { external-type1 | external-type1or2 | 
external-type2 | internal | nssa-external-type1 | 
nssa-external-type1or2 | nssa-external-type2 } * 

 配置 IGP 路由信息标记的匹配条件。 
if-match tag tag-valu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基于路由信息的匹配条件。 

1.5.3  配置apply子句 

(1) 进入系统视图。 



 

1-5 

system-view 

(2) 进入路由策略视图。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3) 配置路由开销。 

 配置路由信息的路由开销。 

apply cost [ + | - ] cost-valu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路由信息的路由开销。 

 配置路由信息的开销类型。 
apply cost-type { type-1 | type-2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路由信息的开销类型。 

(4) 配置路由信息的下一跳地址。 

（IPv4 网络） 
apply ip-address next-hop ip-address [ public ] 

（IPv6 网络） 
apply ipv6 next-hop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路由信息的下一跳地址。 

对于引入的路由，使用本命令设置下一跳地址无效。 

(5) 配置路由优先级。 

 配置路由的 IP 优先级。 
apply ip-precedence { value | clea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路由的 IP 优先级。 

 配置路由协议的优先级。 
apply preference preferenc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路由协议的优先级。 

 配置路由收敛优先级。 
apply prefix-priority { critical | high | medium } 

缺省情况下，路由收敛优先级为低（Low）。 

(6) 配置 IGP 路由信息的标记。 
apply tag tag-valu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GP 路由信息的标记。 

(7) 配置快速重路由备份。 

（IPv4 网络） 
apply fast-reroute { backup-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backup-nexthop ip-address ] | backup-nexthop ip-address } 

（IPv6 网络） 
apply ipv6 fast-reroute { backup-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backup-nexthop ipv6-address ] | backup-nexthop 
ipv6-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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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快速重路由备份。 

1.5.4  配置continue子句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配置 continue 子句的多个节点配置相同的 apply 子句（没有叠加属性）只是子句的值不相同

时，以最后一个节点的 apply 子句为准；如果配置的是有叠加属性的 apply 子句（命令 apply 

as-path 不指定参数 replace/命令 apply cost 指定参数+或-/命令 apply community 指定

参数 additive/命令 apply extcommunity 指定参数 additive），属性会全部叠加到路由上。 

当配置 continue 子句的多个节点配置 apply community 子句时，使用命令行 apply 

comm-list delete 不能删除前面节点中配置的团体属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路由策略视图。 
route-policy route-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3) 配置下一个执行节点。 
continue [ node-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下一个执行节点。 

下一个执行节点序列号必须大于当前节点序列号。 

1.6  路由策略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路由策略的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路由策略的统计信息。 

表1-1 路由策略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Pv4地址前缀列表的统计信息 display ip prefix-list [ name prefix-list-name ] 

显示IPv6地址前缀列表的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prefix-list [ name prefix-list-name ] 

显示路由策略信息 display route-policy [ name route-policy-name ] 

清除IPv4地址前缀列表的统计信息 reset ip prefix-list [ prefix-list-name ] 

清除IPv6地址前缀列表的统计信息 reset ipv6 prefix-list [ prefix-list-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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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路由策略典型配置举例 

1.7.1  在RIP中引入静态路由时应用路由策略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 与 Switch B 通信，都运行 RIP 协议。 

• 使能 Switch A 上的 RIP 协议，配置三条静态路由。 

• 设置在引入静态路由时应用路由策略，使三条静态路由部分引入、部分被屏蔽掉

——20.1.1.1/32 和 40.1.1.1/32 网段的路由是可见的，30.1.1.1/32 网段的路由则被屏蔽。 

• 通过在 Switch B 上查看 RIP 路由表，验证路由策略是否生效。 

2. 组网图 

图1-1 在 RIP 中引入静态路由时应用路由策略配置举例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 100 和 vlan-interface 200 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1.1.1 3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ip address 11.1.1.1 32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 100 下使能 RIP。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rip 1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三条静态路由，其下一跳为 11.1.1.2，保证静态路由为 active 状态。 
[SwitchA] ip route-static 20.1.1.1 32 11.1.1.2 

[SwitchA] ip route-static 30.1.1.1 32 11.1.1.2 

[SwitchA] ip route-static 40.1.1.1 32 11.1.1.2 

# 配置路由策略。 
[SwitchA] ip prefix-list a index 10 permit 30.1.1.1 32 

[SwitchA] route-policy static2rip deny node 0 

[SwitchA-route-policy-static2rip-0] if-match ip address prefix-list a 

[SwitchA-route-policy-static2rip-0] quit 



 

1-8 

[SwitchA] route-policy static2rip permit node 10 

[SwitchA-route-policy-static2rip-10] quit 

# 启动 RIP 协议，同时应用路由策略 static2rip 对引入的静态路由进行过滤。 
[SwitchA] rip 

[SwitchA-rip-1] import-route static route-policy static2rip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 100 的 IP 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1.1.2 30 

# 启动 RIP 协议。 
[SwitchB] rip 

[SwitchB-rip-1] quit 

# 在接口下使能 RIP。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rip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4. 验证配置 

# 查看 Switch B 的 RIP 路由表。 
<SwitchB>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14       Routes : 14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0.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1.1.0/30        Direct  0   0           10.1.1.2        Vlan100 

10.1.1.0/32        Direct  0   0           10.1.1.2        Vlan100 

10.1.1.2/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1.1.3/32        Direct  0   0           10.1.1.2        Vlan100 

20.0.0.0/8         RIP     100 1           10.1.1.1        Vlan100 

40.0.0.0/8         RIP     100 1           10.1.1.1        Vlan100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24.0.0.0/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24.0.0.0/2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55.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7.2  在IPv6 路由引入中应用路由策略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Switch A 和 Switch B 上使能 RIPng。 

• 在 Switch A 上配置三条静态路由，并设置在引入静态路由时应用路由策略，使三条静态路由

部分引入、部分被屏蔽掉——20::/32 和 40::/32 网段的路由是可见的，30::/32 网段的路由则

被屏蔽。 

• 通过在 Switch B 上查看 RIPng 路由表，验证路由策略是否生效。 



 

1-9 

2. 组网图 

图1-2 在 IPv6 路由引入中应用路由策略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0 和 Vlan-interface200 的 IPv6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ipv6 address 10::1 32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ipv6 address 11::1 32 

[SwitchA-Vlan-interface200] quit 

# 在接口下使能 RIPng。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ripng 1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 配置三条静态路由，其下一跳为 11::2，保证静态路由为 active 状态。 
[SwitchA] ipv6 route-static 20:: 32 11::2 

[SwitchA] ipv6 route-static 30:: 32 11::2 

[SwitchA] ipv6 route-static 40:: 32 11::2 

# 配置路由策略。 
[SwitchA] ipv6 prefix-list a index 10 permit 30:: 32 

[SwitchA] route-policy static2ripng deny node 0 

[SwitchA-route-policy-static2ripng-0] if-match ipv6 address prefix-list a 

[SwitchA-route-policy-static2ripng-0] quit 

[SwitchA] route-policy static2ripng permit node 10 

[SwitchA-route-policy-static2ripng-10] quit 

# 启动 RIPng 协议并引入静态路由。 
[SwitchA] ripng 

[SwitchA-ripng-1] import-route static route-policy static2ripng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0 的 IPv6 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ipv6 address 10::2 32 

# 启动 RIPng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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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ripng 

[SwitchB-ripng-1] quit 

# 在接口下使能 RIPng。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ripng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4. 验证配置 

# 查看 Switch B 的 RIPng 路由表。 
[SwitchB] display ripng 1 route 

   Route Flags: A - Aging, S - Suppressed, G - Garbage-collect 

 ---------------------------------------------------------------- 

 

 Peer FE80::7D58:0:CA03:1 on Vlan-interface 100 

 Destination 20::/32, 

     via FE80::7D58:0:CA03:1, cost 1, tag 0, A, 8 secs 

 Destination 40::/32, 

     via FE80::7D58:0:CA03:1, cost 1, tag 0, A, 3 secs 

 Local route 

 Destination 10::/32, 

     via ::, cost 0, tag 0, D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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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配置指导主要介绍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组播业务的相关协议原理

和具体配置，包括 IPv4 组播业务配置及 IPv6 组播业务的配置。利用组播技术可以实现网络中点到

多点的高效数据传送。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技术支持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格    式 意    义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TT

TT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交换机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全兼容性手册 列出S5200S-EI & S5200S-HI的兼容性声明，并对兼容性和安

全的细节进行说明 

快速安装指南 指导您对设备进行初始安装、配置，通常针对 常用的情况，

减少您的检索时间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S5200S-EI & S5200S-HI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

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S5200S-EI & S5200S-HI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

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的功能 

运行维护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S5200S-EI & S5200S-HI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

版本配套说明、兼容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zgsm_service@thunis.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10-9998（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unis-h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zgsm_info@thunis.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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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播概述 

1.1  组播简介 

作为一种与单播（Unicast）和广播（Broadcast）并列的通信方式，组播（Multicast）技术能够有

效地解决单点发送、多点接收的问题，从而实现了网络中点到多点的高效数据传送，能够节约大量

网络带宽、降低网络负载。 

利用组播技术可以方便地提供一些新的增值业务，包括在线直播、网络电视、远程教育、远程医疗、

网络电台、实时视频会议等对带宽和数据交互的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信息服务。 

1.1.1  三种信息传输方式的比较 

1. 单播方式的信息传输 

如 图 1-1 所示，在IP网络中若采用单播的方式，信息源（即Source）要为每个需要信息的主机（即

Receiver）都发送一份独立的信息拷贝。 

图1-1 单播方式的信息传输 

 

 

假设 Host B、Host D 和 Host E 需要信息，则 Source 要与 Host B、Host D 和 Host E 分别建立一

条独立的信息传输通道。 

采用单播方式时，网络中传输的信息量与需要该信息的用户量成正比，因此当需要该信息的用户数

量较大时，信息源需要将多份内容相同的信息发送给不同的用户，这对信息源以及网络带宽都将造

成巨大的压力。 

从单播方式的信息传播过程可以看出，该传输方式不利于信息的批量发送。 

Source

Receiver

Receiver

Receiver

Host A

Host B

Host C

Host D

Host EPackets for Host B

Packets for Host D

Packets for Host E

IP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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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播方式的信息传输 

如 图 1-2 所示，在一个网段中若采用广播的方式，信息源（即Source）将把信息传送给该网段中的

所有主机，而不管其是否需要该信息。 

图1-2 广播方式的信息传输 

 

 

假设只有 Host B、Host D 和 Host E 需要信息，若将该信息在网段中进行广播，则原本不需要信息

的 Host A 和 Host C 也将收到该信息，这样不仅信息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而且会造成同一网段中

信息的泛滥。 

因此，广播方式不利于与特定对象进行数据交互，并且还浪费了大量的带宽。 

3. 组播方式的信息传输 

综上所述，传统的单播和广播的通信方式均不能以最小的网络开销实现单点发送、多点接收的问题，

IP 组播技术的出现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 图 1-3 所示，当IP网络中的某些主机（即Receiver）需要信息时，若采用组播的方式，组播源（即

Source）仅需发送一份信息，借助组播路由协议建立组播分发树，被传递的信息在距离组播源尽可

能远的网络节点才开始复制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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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组播方式的信息传输 

 

 

假设只有 Host B、Host D 和 Host E 需要信息，采用组播方式时，可以让这些主机加入同一个组播

组（Multicast group），组播源向该组播组只需发送一份信息，并由网络中各路由器根据该组播组中

各成员的分布情况对该信息进行复制和转发，最后该信息会准确地发送给Host B、Host D和Host E。 

综上所述，组播的优势归纳如下： 

• 相比单播来说，组播的优势在于：由于被传递的信息在距信息源尽可能远的网络节点才开始

被复制和分发，所以用户的增加不会导致信息源负载的加重以及网络资源消耗的显著增加。 

• 相比广播来说，组播的优势在于：由于被传递的信息只会发送给需要该信息的接收者，所以

不会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并能提高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另外，广播只能在同一网段中进行，

而组播可以实现跨网段的传输。 

1.1.2  组播传输的特点 

组播传输的特点归纳如下： 

• “组播组”是一个用 IP 组播地址进行标识的接收者集合，主机通过加入某组播组成为该组播

组的成员，从而可以接收发往该组播组的组播数据。组播源通常不需要加入组播组。 

• 信息的发送者称为“组播源”，如图 1-3 中的Source。一个组播源可以同时向多个组播组发送

信息，多个组播源也可以同时向一个组播组发送信息。 

• 所有加入某组播组的主机便成为该组播组的成员，如 图 1-3 中的Receiver。组播组中的成员

是动态的，主机可以在任何时刻加入或离开组播组。组播组成员可以广泛地分布在网络中的

任何地方。 

• 支持三层组播功能的路由器或三层交换机统称为“组播路由器”或“三层组播设备”。组播路

由器不仅能够提供组播路由功能，也能够在与用户连接的末梢网段上提供组播组成员的管理

功能。组播路由器本身也可能是组播组的成员。 

为了更好地理解，可以将组播方式的信息传输过程类比于电视节目的传送过程，如 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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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组播信息传输与电视节目传输的类比 

步骤 电视节目的传送过程 组播方式的信息传输过程 

1 电视台S通过频道G传送电视节目 组播源S向组播组G发送组播数据 

2 用户U将电视机的频道调至频道G 接收者U加入组播组G 

3 用户U能够收看到由电视台S通过频道G传送的电视

节目了 
接收者U能够收到由组播源S发往组播组G的组播

数据了 

4 用户U关闭电视机或切换到其它频道 接收者U离开组播组G 

 

1.1.3  组播的优点和应用 

1. 组播的优点 

组播技术的优点主要在于： 

• 提高效率：减轻信息源服务器和网络设备 CPU 的负荷； 

• 优化性能：减少冗余流量； 

• 分布式应用：使用最少的网络资源实现点到多点应用。 

2. 组播的应用 

组播技术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 多媒体、流媒体的应用，如：网络电视、网络电台、实时视/音频会议； 

• 培训、联合作业场合的通信，如：远程教育、远程医疗； 

• 数据仓库、金融应用（股票）； 

• 其它任何“点到多点”的数据发布应用。 

1.2  组播模型分类 

根据接收者对组播源处理方式的不同，组播模型分为 ASM、SFM 和 SSM。 

1.2.1  ASM模型 

简单地说，ASM（Any-Source Multicast，任意信源组播）模型就是任意源组播模型。 

在 ASM 模型中，任意一个发送者都可以作为组播源向某个组播组地址发送信息，接收者通过加入

由该地址标识的组播组，来接收发往该组播组的组播信息。 

在 ASM 模型中，接收者无法预先知道组播源的位置，但可以在任意时间加入或离开该组播组。 

1.2.2  SFM模型 

SFM（Source-Filtered Multicast，信源过滤组播）模型继承了 ASM 模型，从发送者角度来看，两

者的组播组成员关系完全相同。 

SFM 模型在功能上对 ASM 模型进行了扩展。在 SFM 模型中，上层软件对收到的组播报文的源地

址进行检查，允许或禁止来自某些组播源的报文通过。因此，接收者只能收到来自部分组播源的组

播数据。从接收者的角度来看，只有部分组播源是有效的，组播源被经过了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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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SSM模型 

在现实生活中，用户可能只对某些组播源发送的组播信息感兴趣，而不愿接收其它源发送的信息。

SSM（Source-Specific Multicast，指定信源组播）模型为用户提供了一种能够在客户端指定组播源

的传输服务。 

SSM 模型与 ASM 模型的根本区别在于：SSM 模型中的接收者已经通过其它手段预先知道了组播源

的具体位置。SSM 模型使用与 ASM/SFM 模型不同的组播地址范围，直接在接收者与其指定的组播

源之间建立专用的组播转发路径。 

1.3  组播地址 

1.3.1  IP组播地址 

1. IPv4 组播地址 

IANA（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互联网编号分配委员会）将D类地址空间分配给IPv4
组播使用，范围从 224.0.0.0 到 239.255.255.255，具体分类及其含义如 表 1-2 所示。 

表1-2 IPv4 组播地址的范围及含义 

地址范围 含义 

224.0.0.0～224.0.0.255 

永久组地址。除224.0.0.0保留不做分配外，其它地址供路由协议、拓扑查找和

协议维护等使用，常用的永久组地址及其含义如表1-3所示。对于以该范围内组

播地址为目的地址的数据包来说，不论其TTL（Time to Live，生存时间）值为

多少，都不会被转发出本地网段 

224.0.1.0～238.255.255.255 

用户组地址，全网范围内有效。包含两种特定的组地址： 

• 232.0.0.0/8：SSM 组地址 

• 233.0.0.0/8：GLOP 组地址 

239.0.0.0～239.255.255.255 
本地管理组地址，仅在本地管理域内有效。使用本地管理组地址可以灵活定义组

播域的范围，以实现不同组播域之间的地址隔离，从而有助于在不同组播域内重

复使用相同组播地址而不会引起冲突。详情请参见RFC 2365 

 

 

GLOP 是一种 AS（Autonomous System，自治系统）之间的组播地址分配机制，将 AS 号填入该

范围内组播地址的中间两个字节中，每个 AS都可以得到 255个组播地址。有关 GLOP的详细介绍

请参见 RFC 2770。 

 

表1-3 常用永久组地址及其含义 

永久组地址 含义 

224.0.0.1 所有系统，包括主机与路由器 

224.0.0.2 所有组播路由器 

224.0.0.3 未分配 



 

1-6 

永久组地址 含义 

224.0.0.4 DVMRP（Distance Vector Multicast Routing Protocol，距离矢量组播路由协议）路由器 

224.0.0.5 OSPF（Open Shortest Path First，开放最短路径优先）路由器 

224.0.0.6 OSPF指定路由器/备用指定路由器 

224.0.0.7 ST（Shared Tree，共享树）路由器 

224.0.0.8 ST主机 

224.0.0.9 RIP-2（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 version 2，路由信息协议版本2）路由器 

224.0.0.11 移动代理 

224.0.0.12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服务器/中继代理 

224.0.0.13 所有PIM（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协议无关组播）路由器 

224.0.0.14 RSVP（Resource Reservation Protocol，资源预留协议）封装 

224.0.0.15 所有CBT（Core-Based Tree，有核树）路由器 

224.0.0.16 指定SBM（Subnetwork Bandwidth Management，子网带宽管理） 

224.0.0.17 所有SBM 

224.0.0.18 VRRP（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 

 

2. IPv6 组播地址 

图1-4 IPv6 组播地址格式 

 

 

如 图 1-4 所示，IPv6 组播地址中各字段的含义如下： 

• 0xFF：最高 8 比特为 11111111，标识此地址为 IPv6 组播地址。 

图1-5 Flags 字段格式 

 

 

• Flags：4 比特，如 图 1-5 所示，该字段中各位的取值及含义如 表 1-4 所示。 

表1-4 Flags 字段各位的取值及含义 

位 取值及含义 

0位 保留位，必须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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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取值及含义 

R位 
• 取 0 表示非内嵌 RP 的 IPv6 组播地址 

• 取 1 则表示内嵌 RP 的 IPv6 组播地址（此时 P、T 位也必须置 1） 

P位 
• 取 0 表示非基于单播前缀的 IPv6 组播地址 

• 取 1 则表示基于单播前缀的 IPv6 组播地址（此时 T 位也必须置 1） 

T位 
• 取 0 表示由 IANA 永久分配的 IPv6 组播地址 

• 取 1 则表示非永久分配的 IPv6 组播地址 

 

• Scope：4 比特，标识该IPv6 组播组的应用范围，其可能的取值及其含义如 表 1-5 所示。 

表1-5 Scope 字段的取值及其含义 

取值 含义 

0、F 保留（Reserved） 

1 接口本地范围（Interface-Local Scope） 

2 链路本地范围（Link-Local Scope） 

3 子网本地范围（Subnet-Local Scope） 

4 管理本地范围（Admin-Local Scope） 

5 站点本地范围（Site-Local Scope） 

6、7、9～D 未分配（Unassigned） 

8 机构本地范围（Organization-Local Scope） 

E 全球范围（Global Scope） 

 

• Group ID：112 比特，IPv6 组播组的标识号，用来在由 Scope 字段所指定的范围内唯一标识

IPv6 组播组。 

1.3.2  以太网组播MAC地址 

以太网组播 MAC 地址用于在链路层上标识属于同一组播组的接收者。 

1. IPv4 组播MAC地址 

IANA规定，IPv4 组播MAC地址的高 24 位为 0x01005E，第 25 位为 0，低 23 位为IPv4 组播地址的

低 23 位。IPv4 组播地址与MAC地址的映射关系如 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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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IPv4 组播地址与 MAC 地址的映射关系 

 

 

由于 IPv4组播地址的高 4位固定为 1110，而低 28位中只有 23位被映射到 IPv4组播MAC地址上，

从而导致有 5 位信息丢失。于是，将有 32 个 IPv4 组播地址被重复映射到同一个 IPv4 组播 MAC 地

址上，因此设备在进行二层处理时，可能会收到一些本不需要的组播数据，这些多余的组播数据就

需要上层进行过滤了。 

2. IPv6 组播MAC地址 

IANA规定，IPv6 组播MAC地址的高 16 位为 0x3333，低 32 位为IPv6 组播地址的低 32 位。如 图

1-7 所示，是IPv6 组播地址FF1E::F30E:101 的MAC地址映射举例。从图中可见，由于IPv6 组播地

址中只有低 32 位被映射到IPv6 组播MAC地址，因此也存在与IPv4 类似的地址重复映射问题。 

图1-7 IPv6 组播地址的 MAC 地址映射举例 

 
 

1.4  组播协议 

通常，我们把工作在网络层的 IP 组播称为“三层组播”，相应的组播协议称为“三层组播协议”，包

括 IGMP/MLD、PIM/IPv6 PIM、MSDP、MBGP/IPv6 MBGP 等；把工作在数据链路层的 IP 组播称

为“二层组播”，相应的组播协议称为“二层组播协议”，包括 IGMP Snooping/MLD Snooping、PIM 
Snooping/IPv6 PIM Snooping、组播 VLAN/IPv6 组播 VLAN 等。其中，IGMP Snooping、PIM 
Snooping、组播 VLAN、IGMP、PIM、MSDP 和 MBGP 应用于 IPv4；MLD Snooping、IPv6 PIM 
Snooping、IPv6 组播 VLAN、MLD、IPv6 PIM 和 IPv6 MBGP 应用于 IPv6。本节主要针对二、三

层组播协议在网络中的应用位置和功能进行总体介绍，有关各协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P 组播配置

指导”中的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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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三层组播协议 

三层组播协议包括组播组管理协议和组播路由协议两种类型，它们在网络中的应用位置如 图 1-8 所

示。 

图1-8 三层组播协议的应用位置 

 

 

• 组播组管理协议 

在主机和与其直接相连的三层组播设备之间通常采用组播组的管理协议 IGMP（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互联网组管理协议）或 MLD（Multicast Listener Discovery Protocol，组

播侦听者发现协议），该协议规定了主机与三层组播设备之间建立和维护组播组成员关系的机制。 

• 组播路由协议 

组播路由协议运行在三层组播设备之间，用于建立和维护组播路由，并正确、高效地转发组播数据

包。组播路由建立了从一个数据源端到多个接收端的无环（loop-free）数据传输路径，即组播分发

树。 

对于 ASM 模型，可以将组播路由分为域内和域间两大类： 

• 域内组播路由用来在 AS 内部发现组播源并构建组播分发树，从而将组播信息传递到接收者。

在众多域内组播路由协议中，PIM（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协议无关组播）是目前

较为典型的一个。按照转发机制的不同，PIM 可以分为 DM（Dense Mode，密集模式）和 SM
（Sparse Mode，稀疏模式）两种模式。 

• 域间组播路由用来实现组播信息在 AS 之间的传递，目前比较成型的解决方案有：MSDP
（Multicast Source Discovery Protocol，组播源发现协议）能够跨越 AS 传播组播源的信息；

而 MP-BGP（Multiprotocol Border Gateway Protocol，多协议边界网关协议）的组播扩展

MBGP（Multicast BGP）则能够跨越 AS 传播组播路由。 

对于 SSM 模型，没有域内和域间的划分。由于接收者预先知道组播源的具体位置，因此只需要借

助 PIM-SM 构建的通道即可实现组播信息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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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二层组播协议 

二层组播协议包括IGMP Snooping/MLD Snooping、PIM Snooping/IPv6 PIM Snooping、组播

VLAN/IPv6 组播VLAN等，它们在网络中的应用位置如 图 1-9 所示。 

图1-9 二层组播协议的应用位置 

 

 

• IGMP Snooping/MLD Snooping 

IGMP Snooping（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Snooping，互联网组管理协议窥探）和

MLD Snooping（Multicast Listener Discovery Snooping，组播侦听者发现协议窥探）运行在二层

设备上，通过侦听三层设备与主机之间的 IGMP 或 MLD 报文来生成二层组播转发表，从而管理和

控制组播数据报文的转发，实现组播数据报文在二层的按需分发。 

• PIM Snooping/IPv6 PIM Snooping 

PIM Snooping（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 Snooping，协议无关组播窥探）或 IPv6 PIM 
Snooping 运行在二层设备上，通过与 IGMP Snooping 或 MLD Snooping 配合来对收到的 PIM 协议

报文进行分析，将有接收需求的端口添加到 PIM Snooping 路由表或 IPv6 PIM Snooping 路由表的

相应表项中，以实现组播报文的精确转发。 

• 组播 VLAN/IPv6 组播 VLAN 

在传统的组播点播方式下，当连接在二层设备上、属于不同 VLAN 的用户分别进行组播点播时，三

层组播设备需要向该二层设备的每个 VLAN 分别发送一份组播数据；而当二层设备运行了组播

VLAN 或 IPv6 组播 VLAN 之后，三层组播设备只需向该二层设备的组播 VLAN 或 IPv6 组播 VLAN
发送一份组播数据即可，从而既避免了带宽的浪费，也减轻了三层组播设备的负担。 

1.5  组播报文的转发机制 

在组播模型中，IP 报文的目的地址字段为组播组地址，组播源向以此目的地址所标识的主机群组传

送信息。因此，转发路径上的组播路由器为了将组播报文传送到各个方位的接收站点，往往需要将

从一个入接口收到的组播报文转发到多个出接口。与单播模型相比，组播模型的复杂性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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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证组播报文在网络中的传输，必须依靠单播路由表、单独提供给组播使用的路由表

（如 MBGP 路由表）或者组播静态路由来指导转发； 

• 为了处理同一设备在不同接口上收到来自不同对端的相同组播信息，需要对组播报文的入接

口进行 RPF（Reverse Path Forwarding，逆向路径转发）检查，以决定转发还是丢弃该报文。

RPF 检查机制是大部分组播路由协议进行组播转发的基础。 

有关 RPF 检查机制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P 组播配置指导”中的“组播路由与转发”或“IPv6 组

播路由与转发”。 

1.6  组播框架结构 

对于 IP 组播，需要关注下列问题： 

• 组播源将组播信息传输到哪里？即组播寻址机制； 

• 网络中有哪些接收者？即主机注册； 

• 这些接收者需要从哪个组播源接收信息？即组播源发现； 

• 组播信息如何传输？即组播路由。 

IP 组播属于端到端的服务，组播机制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 寻址机制：借助组播地址，实现信息从组播源发送到一组接收者； 

• 主机注册：利用组播组管理协议，允许接收者主机动态加入和离开某组播组，实现对组播成

员的管理； 

• 组播路由：利用组播路由协议，构建组播报文分发树（即组播数据在网络中的树型转发路径），

并通过该分发树将报文从组播源传输到接收者； 

组播应用：组播源与接收者必须安装支持视频会议等组播应用的软件，TCP/IP 协议栈必须支持组

播信息的发送和接收。 

1.7  组播中常用的表示法 

在组播中，经常出现以下两种表示方式： 

• （*，G）：通常用来表示共享树，或者由任意组播源发往组播组 G 的组播报文。其中的“*”
代表任意组播源，“G”代表特定组播组 G。 

• （S，G）：也称为“组播源组”，通常用来表示最短路径树，或者由组播源 S 发往组播组 G
的组播报文。其中的“S”代表特定组播源 S，“G”代表特定组播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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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GMP Snooping 
1.1  IGMP Snooping简介 

IGMP Snooping（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Snooping，互联网组管理协议窥探）运行

在二层设备上，通过侦听三层设备与主机之间的 IGMP 报文来生成二层组播转发表，从而管理和控

制组播数据报文的转发，实现组播数据报文在二层的按需分发。 

1.1.1  IGMP Snooping原理 

运行 IGMP Snooping 的二层设备通过对收到的 IGMP 报文进行分析，为端口和 MAC 组播地址建立

起映射关系，并根据这样的映射关系转发组播数据。 

如 图 1-1 所示，当二层设备没有运行IGMP Snooping时，组播数据在二层网络中被广播；当二层设

备运行了IGMP Snooping后，已知组播组的组播数据不会在二层网络中被广播，而被组播给指定的

接收者。 

图1-1 二层设备运行 IGMP Snooping 前后的对比 

 

 

IGMP Snooping 通过二层组播将信息只转发给有需要的接收者，可以带来以下好处： 

• 减少了二层网络中的广播报文，节约了网络带宽； 

• 增强了组播信息的安全性； 

• 为实现对每台主机的单独计费带来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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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IGMP Snooping端口分类 

如 图 1-2 所示，Device A连接组播源，在Switch A和Switch B上分别运行IGMP Snooping，Host A
和Host C为接收者主机（即组播组成员）。根据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我们将IGMP Snooping
端口分为路由器端口和成员端口两类，以下分别介绍。 

图1-2 IGMP Snooping 端口示意图 

 
 

1. 路由器端口 

在运行了IGMP Snooping的二层设备上，朝向上游三层组播设备的端口称为路由器端口。如 图 1-2
中Switch A的Port A1 端口和Switch B的Port B1 端口。 

根据来源不同，路由器端口可分为： 

• 动态路由器端口：所有收到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源地址非 0.0.0.0）或 PIM Hello 报文的

端口，都被维护为动态路由器端口。这些端口被记录在动态路由器端口列表中，每个端口都

有一个老化定时器。在老化定时器超时前，动态路由器端口如果收到了 IGMP 普遍组查询报

文（源地址非 0.0.0.0）或 PIM Hello 报文，该定时器将被重置；否则，该端口将被从动态路

由器端口列表中删除。 

• 静态路由器端口：通过命令行手工配置的路由器端口称为静态路由器端口，这些端口被记录

在静态路由器端口列表中。静态路由器端口只能通过命令行手工删除，不会被老化。 

 

本文中提到的路由器端口都是指二层设备上朝向三层组播设备的端口，而不是指路由器上的端口。 

如果没有特别指明，本文中提到的路由器端口包括动态路由器端口和静态路由器端口。 

 

2. 成员端口 

在运行了IGMP Snooping的二层设备上，朝向下游组播组成员的端口称为成员端口。如 图 1-2 中

Switch A的Port A2 和 Port A3 端口，以及Switch B的Port B2 端口。 

根据来源不同，成员端口也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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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成员端口：所有收到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的端口，都被维护为动态成员端口。这些

端口被记录在动态 IGMP Snooping 转发表中，每个端口都有一个老化定时器。在老化定时器

超时前，动态成员端口如果收到了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该定时器将被重置；否则，该

端口将被从动态 IGMP Snooping 转发表中删除。 

• 静态成员端口：通过命令行手工配置的成员端口称为静态成员端口，这些端口被记录在静态

IGMP Snooping 转发表中。静态路由器端口只能通过命令行手工删除，不会被老化。 

 

如果没有特别指明，本文中提到的成员端口包括动态成员端口和静态成员端口。 

 

1.1.3  IGMP Snooping工作机制 

运行了 IGMP Snooping 的二层设备对不同 IGMP 动作的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本节中所描述的增删端口动作均只针对动态端口，静态端口只能通过相应的配置进行增删，具体步

骤请参见“1.7.2  配置静态成员端口”和“1.7.3  配置静态路由器端口” 

 

1. 普遍组查询 

IGMP 查询器定期向本地网段内的所有主机与设备（224.0.0.1）发送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以查

询该网段有哪些组播组的成员。 

在收到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时，二层设备将其通过 VLAN 内除接收端口以外的其它所有端口转发

出去，并对该报文的接收端口做如下处理： 

• 如果在动态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已包含该动态路由器端口，则重置其老化定时器。 

• 如果在动态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尚未包含该动态路由器端口，则将其添加到动态路由器端口列

表中，并启动其老化定时器。 

2. 报告成员关系 

以下情况，主机会向 IGMP 查询器发送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 当组播组的成员主机收到 IGMP 查询报文后，会回复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 如果主机要加入某个组播组，它会主动向 IGMP 查询器发送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以声明

加入该组播组。 

在收到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时，二层设备将其通过 VLAN 内的所有路由器端口转发出去，从该

报文中解析出主机要加入的组播组地址，并对该报文的接收端口做如下处理： 

• 如果不存在该组播组所对应的转发表项，则创建转发表项，将该端口作为动态成员端口添加

到出端口列表中，并启动其老化定时器； 

• 如果已存在该组播组所对应的转发表项，但其出端口列表中不包含该端口，则将该端口作为

动态成员端口添加到出端口列表中，并启动其老化定时器； 

• 如果已存在该组播组所对应的转发表项，且其出端口列表中已包含该动态成员端口，则重置

其老化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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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设备不会将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通过非路由器端口转发出去，因为根据主机上的 IGMP 成

员关系报告抑制机制，如果非路由器端口下还有该组播组的成员主机，则这些主机在收到该报告报

文后便抑制了自身的报告，从而使二层设备无法获知这些端口下还有该组播组的成员主机。 

 

3. 离开组播组 

运行 IGMPv1 的主机离开组播组时不会发送 IGMP 离开组报文，因此二层设备无法立即获知主机离

开的信息。但是，由于主机离开组播组后不会再发送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因此当其对应的动

态成员端口的老化定时器超时后，二层设备就会将该端口从相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删除。 

运行 IGMPv2 或 IGMPv3 的主机离开组播组时，会通过发送 IGMP 离开组报文，以通知三层组播设

备自己离开了某个组播组。当二层设备从某动态成员端口上收到 IGMP 离开组报文时，首先判断要

离开的组播组所对应的转发表项是否存在，以及该组播组所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是否包含

该接收端口： 

• 如果不存在该组播组对应的转发表项，或者该组播组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不包含该

端口，二层设备不会向任何端口转发该报文，而将其直接丢弃； 

• 如果存在该组播组对应的转发表项，且该组播组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除该端口还有

别的成员端口存在，二层设备不会向任何端口转发该报文，而将其直接丢弃。同时，由于并

不知道该接收端口下是否还有该组播组的其它成员，所以二层设备不会立刻把该端口从该组

播组所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删除，而是向该端口发送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并根

据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调整该端口的老化定时器（老化时间为 2×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

发送间隔）； 

• 如果存在该组播组对应的转发表项，且该组播组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只有该端口，

二层设备会将该报文通过 VLAN 内的所有路由器端口转发出去。同时，由于并不知道该接收

端口下是否还有该组播组的其它成员，所以二层设备不会立刻把该端口从该组播组所对应转

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删除，而是向该端口发送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并根据 IGMP 特定

组查询报文调整该端口的老化定时器（老化时间为 2×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当 IGMP 查询器收到 IGMP 离开组报文后，从中解析出主机要离开的组播组的地址，并通过接收端

口向该组播组发送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二层设备在收到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后，将其通过

VLAN 内的所有路由器端口和该组播组的所有成员端口转发出去。对于 IGMP 离开组报文的接收端

口（假定为动态成员端口），二层设备在其老化时间内： 

• 如果从该端口收到了主机响应该特定组查询的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则表示该端口下还

有该组播组的成员，于是重置其老化定时器； 

• 如果没有从该端口收到主机响应特定组查询的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则表示该端口下已

没有该组播组的成员。当该端口的老化定时器超时后，将其从该组播组所对应转发表项的出

端口列表中删除。 

1.1.4  IGMP Snooping Proxy 

为了减少上游设备收到的 IGMP 报告报文和离开报文的数量，可以通过在边缘设备上配置 IGMP 
Snooping Proxy（IGMP Snooping 代理）功能，使其能够代理下游主机向上游设备发送报告报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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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报文。配置了 IGMP Snooping Proxy 功能的设备称为 IGMP Snooping 代理设备，在其上游设

备看来，它就相当于一台主机。但主机上的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抑制机制在 IGMP Snooping 代理

设备上并不会生效。 

图1-3 IGMP Snooping Proxy 组网图 

 

 

如 图 1-3 所示，作为IGMP Snooping代理设备的Switch A，对其上游的IGMP查询器Device A来说

相当于一台主机，代理下游主机向Device A发送报告报文和离开报文。 

IGMP Snooping代理设备对IGMP报文的处理方式如 表 1-1 所示。 

表1-1 IGMP Snooping 代理设备对 IGMP 报文的处理方式 

IGMP 报文 处理方式 

普遍组查询报文 收到普遍组查询报文后，向本VLAN内除接收端口以外的所有端口转发；同时根据本地维护

的组成员关系生成报告报文，并向所有路由器端口发送 

特定组/特定源组

查询报文 

收到针对某组播组的特定组/特定源组查询报文时，向本VLAN内除接收端口以外的所有路由

器端口转发；若该组对应的转发表项中还有成员端口，则向本VLAN内所有路由器端口回复

该组的报告报文 

报告报文 

从某端口收到某组播组的报告报文时，若已存在该组对应的转发表项，且其出端口列表中已

包含该动态成员端口，则重置其老化定时器；若已存在该组对应的转发表项，但其出端口列

表中不包含该端口，则将该端口作为动态成员端口添加到出端口列表中，并启动其老化定时

器；若尚不存在该组对应的转发表项，则创建转发表项，将该端口作为动态成员端口添加到

出端口列表中，并启动其老化定时器，然后向所有路由器端口发送该组的报告报文 

离开报文 
从某端口收到某组播组的离开报文后，向该端口发送针对该组的特定组查询报文。只有当删

除某组播组对应转发表项中的 后一个成员端口时，才会向所有路由器端口发送该组的离开

报文 

 

1.1.5  协议规范 

与 IGMP Snooping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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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C 4541：Considerations for 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IGMP) and Multicast 
Listener Discovery (MLD) Snooping Switches 

1.2  IGMP Snooping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从 Secondary VLAN 中收到的主机加入请求，相关的 IGMP Snooping 转发表项都将维护在

Primary VLAN中，因此 IGMP Snooping功能只需在Primary VLAN中配置既可，在Secondary VLAN
中即使配置了也不会生效。有关 Primary VLAN 和 Secondary VLAN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

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Private VLAN”。 

二层聚合接口与其各成员端口上的 IGMP Snooping配置互不影响，且成员端口上的 IGMP Snooping
配置只有当该端口退出聚合组后才会生效，二层聚合接口上的 IGMP Snooping 配置也不会参与聚

合计算。 

对于既可在 VLAN 视图下配置，又可在 IGMP-Snooping 视图下对多个 VLAN 进行配置的功能，两

个视图下配置的优先级相同， 新配置生效。 

对于既可在 VLAN 视图下配置，又可在 IGMP-Snooping 视图下对所有 VLAN 配置的功能，VLAN
视图下的配置的优先级较高。 

对于既可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又可在 IGMP-Snooping 视图下配置的功能，IGMP-Snooping 视图下

的配置对指定 VLAN 内的所有端口生效，接口视图下配置只对当前接口生效，且接口视图下的配置

优先级较高。 

1.3  基于VLAN的IGMP Snooping配置任务简介 

基于 VLAN 的 IGMP Snooping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设备的IGMP Snooping特性 

(2) 使能IGMP Snooping 

请至少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使能全局IGMP Snooping 

 使能VLAN的IGMP Snooping 

(3) （可选）配置IGMP Snooping基本功能 

 配置IGMP Snooping版本 

 配置IGMP Snooping转发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 

 配置静态组播MAC地址表项 

 配置IGMP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4) （可选）配置IGMP Snooping端口功能 

 配置动态端口老化定时器 

 配置静态成员端口 

 配置静态路由器端口 

 配置模拟主机加入 

 配置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禁止端口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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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选）配置IGMP Snooping查询器 

 开启IGMP Snooping查询器 

 开启IGMP Snooping查询器选举功能 

 配置IGMP普遍组查询和响应 

(6) （可选）配置IGMP Snooping Proxy 

(7) （可选）调整IGMP报文 

 配置IGMP报文的源IP地址 

 配置IGMP报文的 802.1p优先级 

(8) （可选）配置IGMP Snooping策略 

 配置组播组过滤器 

 配置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 

 配置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 

 配置IGMP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抑制 

 配置端口加入的组播组 大数量 

 配置组播组替换功能 

 配置IGMP Snooping主机跟踪功能 

 配置组播用户控制策略 

(9) （可选）配置设备发送的IGMP协议报文的DSCP优先级 

1.4  开启设备的IGMP Snooping特性 

1. 功能简介 

只有在开启了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后，才能进行其它的 IGMP Snooping 相关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并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处于关闭状态。 

1.5  使能IGMP Snooping 

1.5.1  使能全局IGMP Snooping 

1. 功能简介 

使能全局 IGMP Snooping 后，设备上所有 VLAN 的 IGMP Snooping 都将使能。如果某个 VLAN 内

不需要使用 IGMP Snooping，可以在该 VLAN 内关闭 IGMP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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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使能全局 IGMP Snooping 后，若还需在某指定 VLAN 内配置其他 IGMP Snooping 功能，则必须在

这些 VLAN 下使能 IGMP Snooping，否则配置的其他 IGMP Snooping 功能不生效。 

使能或关闭 VLAN 内的 IGMP Snooping 的优先级高于使能全局 IGMP Snooping。例如：使能全局

IGMP Snooping 后，再在某 VLAN 视图下通过 igmp-snooping disable 命令关闭当前 VLAN
的 IGMP Snooping，则该 VLAN 内的 IGMP Snooping 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使能全局 IGMP Snooping。 
global-enable 

缺省情况下，全局 IGMP Snooping 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关闭某 VLAN 的 IGMP Snooping。 

a.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b.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c. 关闭该 VLAN 的 IGMP Snooping。 
igmp-snooping disable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IGMP Snooping 的状态与全局 IGMP Snooping 的状态保持一致。 

1.5.2  使能VLAN的IGMP Snooping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既可在 IGMP-Snooping 视图下对单个或多个 VLAN 进行配置，也可在 VLAN 视图下只对当前

VLAN 进行配置，二者的配置优先级相同。 

在 VLAN 内使能了 IGMP Snooping 之后，IGMP Snooping 只在属于该 VLAN 的端口上生效。 

2. 使能单个或多个VLAN的IGMP Snooping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使能单个或多个 VLAN 的 IGMP Snooping。 
enable vlan vlan-list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IGMP Snooping 的状态与全局 IGMP Snooping 的状态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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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能单个VLAN的IGMP Snooping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使能该 VLAN 的 IGMP Snooping。 
igmp-snoop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IGMP Snooping 的状态与全局 IGMP Snooping 的状态保持一致。 

1.6  配置IGMP Snooping基本功能 

1.6.1  配置IGMP Snooping版本 

1. 功能简介 

配置 IGMP Snooping 的版本，实际上就是配置 IGMP Snooping 可以处理的 IGMP 报文的版本： 

• 当 IGMP Snooping 的版本为 2 时，IGMP Snooping 能够对 IGMPv1 和 IGMPv2 的报文以及

IGMPv3 的查询报文进行处理，对 IGMPv3 的成员关系报文则不进行处理，而是在 VLAN 内

将其广播； 

• 当 IGMP Snooping 的版本为 3 时，IGMP Snooping 能够对 IGMPv1、IGMPv2 和 IGMPv3 的

报文进行处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 IGMP Snooping 的版本由版本 3 切换到版本 2 时，系统将清除所有通过动态加入的 IGMP 
Snooping 转发表项；对于在版本 3 下通过手工配置而静态加入的 IGMP Snooping 转发表项，则分

为以下两种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 

• 如果配置的仅仅是静态加入组播组，而没有指定组播源，则这些转发表项将不会被清除； 

• 如果配置的是指定了组播源的静态加入组播源组，则这些转发表项将会被清除，并且当再次

切换回版本 3 时，这些转发表项将被重新恢复。有关静态加入的详细配置，请参见“1.7.2  配
置静态成员端口” 

3. 配置多个VLAN内的IGMP Snooping版本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配置多个 VLAN 内的 IGMP Snooping 的版本。 
version version-number vlan vlan-list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IGMP Snooping 的版本为 2。 

4. 配置单个VLAN内的IGMP Snooping版本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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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单个 VLAN 内的 IGMP Snooping 版本。 
igmp-snooping version version-number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IGMP Snooping 的版本为 2。 

1.6.2  配置IGMP Snooping转发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调整 IGMP Snooping 转发表项（包括动态表项和静态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当设备上

维护的表项数量达到或超过 大数量后，系统不再创建新的表项，也不会主动删除多余表项，直至

有表项被老化或被手工删除，所以当设备上维护的表项数量达到或超过 大数量后，为避免此后无

法再创建新的表项，建议用户手工删除多余表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配置 IGMP Snooping 转发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 
entry-limit limit 

缺省情况下，IGMP Snooping 转发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为 4294967295。 

1.6.3  配置静态组播MAC地址表项 

1. 功能简介 

在二层组播中，除了可通过二层组播协议（如 IGMP Snooping）动态建立组播 MAC 地址表项外，

还可通过手工方式配置组播 MAC 地址表项，将端口与组播 MAC 地址进行静态绑定，以便灵活控制

组播信息送达的目的端口。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可手工配置的组播 MAC 地址表项必须是尚未使用的组播 MAC 地址（即 高字节的 低比特位为 1
的 MAC 地址） 

3. 系统视图下配置静态组播MAC地址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静态组播 MAC 地址表项。 
mac-address multicast mac-address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vlan 
vlan-id 

4. 接口视图下配置静态组播MAC地址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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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静态组播 MAC 地址表项。 
mac-address multicast mac-address vlan vlan-id 

1.6.4  配置IGMP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1. 功能简介 

合理配置 IGMP 特定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既可以使主机对 IGMP 查询报文做出快速响应，又可

以减少由于定时器同时超时，造成大量主机同时发送报告报文而引起的网络拥塞。 

二层设备所发送的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其报文的 大响应时间字段由所配置的 IGMP 特定组查

询报文的发送间隔来填充，在主机在收到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后，会为其所加入的该组播组启动

一个定时器，定时器的值在 0 到 大响应时间（该时间值由主机从所收到的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

的 大响应时间字段获得）中随机选定，当定时器的值减为 0 时，主机就会向该定时器对应的组播

组发送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2. 全局配置IGMP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全局配置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last-member-query-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为 1 秒。 

3. 在VLAN内配置IGMP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配置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igmp-snooping last-member-query-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为 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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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配置IGMP Snooping端口功能 

1.7.1  配置动态端口老化定时器 

1. 功能简介 

对于动态路由器端口，如果在其老化时间内没有收到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或者 PIM Hello 报文，

二层设备将把该端口从动态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删除。 

对于动态成员端口，如果在其老化时间内没有收到该组播组的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二层设备

将把该端口从该组播组所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删除。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请根据网络环境合理设置动态端口的老化时间，比如网络中组播组成员变动比较频繁，可以把动态

成员端口老化时间设置小一些，避免一些无效表项老化时间过长。 

如果动态路由器端口收到的是 PIMv2 Hello 报文，那么该端口的老化时间将由 PIMv2 Hello 报文所

携带的参数决定，而不受本节配置的影响。 

如果二层设备向动态成员端口主动发送IGMP特定组查询报文，则该端口的老化时间将根据该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进行调整，调整的老化时间为 2×IGMP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二层设备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发送间隔的配置，请参见“1.6.4  配置IGMP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3. 全局配置动态端口老化定时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全局配置动态路由器端口老化时间。 
router-aging-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动态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为 260 秒。 

(4) 全局配置动态成员端口老化时间。 
host-aging-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动态成员端口的老化时间为 260 秒。 

4. 在VLAN内配置动态端口老化定时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配置动态路由器端口老化时间。 
igmp-snooping router-aging-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动态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为 260 秒。 

(4) 在 VLAN 内配置动态成员端口老化时间。 
igmp-snooping host-aging-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动态成员端口的老化时间为 2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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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配置静态成员端口 

1. 功能简介 

如果某端口所连接的主机需要固定接收发往某组播组或组播源组的组播数据，可以配置该端口静态

加入该组播组或组播源组，成为静态成员端口。静态成员端口不会对 IGMP 查询器发出的查询报文

进行响应；当配置静态成员端口或取消静态成员端口的配置时，端口也不会主动发送 IGMP 成员关

系报告报文或 IGMP 离开组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静态成员端口。 
igmp-snooping static-group group-address [ source-ip source-address ]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端口不是静态成员端口。 

1.7.3  配置静态路由器端口 

1. 功能简介 

可以通过将二层设备上的端口配置为静态路由器端口，从而使二层设备上收到的所有组播数据可以

通过该端口被转发出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静态路由器端口。 
igmp-snooping static-router-port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端口不是静态路由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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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配置模拟主机加入 

1. 功能简介 

在二层设备的端口上配置了模拟主机加入后，该模拟主机就可以模仿真实的组播组成员主机，对

IGMP 查询器发出的查询报文进行响应，包括： 

• 启动模拟主机时，该端口会主动发送一个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 在模拟主机的运行过程中，当收到 IGMP 查询报文时，该端口会响应一个 IGMP 成员关系报

告报文。 

• 停止模拟主机时，该端口会发送一个 IGMP 离开组报文。 

在二层设备的端口上配置了模拟主机加入后，模拟主机所采用的 IGMP 版本与 IGMP Snooping 的

版本一致，并且该端口将作为动态成员端口参与动态成员端口的老化过程。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模拟主机加入。 
igmp-snooping host-join group-address [ source-ip source-address ]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模拟主机加入组。 

1.7.5  配置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1. 功能简介 

端口快速离开是指当端口收到主机发来的离开指定组播组的 IGMP 离开组报文时，直接将该端口从

相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删除。此后，二层设备不会向该端口发送或转发针对该组播组的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一个 VLAN，只有当一个端口下只有一个接收者时，才建议配置本功能；否则，当一个端口下

有多个接收者时，其中一个接收者的离开会触发该端口的快速离开，从而导致属于同一组播组的其

它接收者无法收到组播数据。 

3. 全局配置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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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局开启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fast-leave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端口快速离开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在端口上配置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在端口上开启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igmp-snooping fast-leave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端口快速离开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6  禁止端口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 

1. 功能简介 

在组播用户接入网络中，用户主机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测试）也会发出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或

PIM Hello 报文： 

• 如果二层设备收到了某用户主机发来的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或 PIM Hello 报文，那么接收报

文的端口就将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从而使 VLAN 内的所有组播报文都会向该端口转发，导

致该主机收到大量无用的组播报文。 

• 同时，用户主机发送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或 PIM Hello 报文，也会影响该接入网络中三层设

备上的组播路由协议状态（如影响 IGMP 查询器或 DR 的选举），严重时可能导致网络中断。 

当禁止一个端口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后，即使该端口收到了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或 PIM Hello 报

文，该端口也不会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从而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提高网络的安全性和对组播

用户的控制能力。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禁止端口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的配置与静态路由器端口的配置互不影响。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禁止端口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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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mp-snooping router-port-deny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端口可以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 

1.8  配置IGMP Snooping查询器 

1.8.1  开启IGMP Snooping查询器 

1. 功能简介 

在运行了 IGMP 的组播网络中，会有一台三层组播设备充当 IGMP 查询器，负责发送 IGMP 查询报

文，使三层组播设备能够在网络层建立并维护组播转发表项，从而在网络层正常转发组播数据。 

但是，在一个没有三层组播设备的网络中，由于二层设备并不支持 IGMP，因此无法实现 IGMP 查

询器的相关功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二层设备上开启 IGMP Snooping 查询器，使二层设

备能够在数据链路层建立并维护组播转发表项，从而在数据链路层正常转发组播数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请避免在运行了 IGMP 的网络中配置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因为尽管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并

不参与 IGMP 查询器的选举，但在运行了 IGMP 的网络中，配置 IGMP Snooping 查询器不但没有

实际的意义，反而可能会由于其发送的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源 IP 地址较小而影响 IGMP 查询

器的选举。 

3. 在VLAN内开启IGMP Snooping查询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开启 IGMP Snooping 查询器。 
igmp-snooping querier 

缺省情况下，IGMP Snooping 查询器处于关闭状态。 

1.8.2  开启IGMP Snooping查询器选举功能 

1. 功能简介 

为了避免某 VLAN 因单一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发生故障引起组播业务中断，建议在 VLAN 内配

置多个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各设备上开启 IGMP Snooping 查询器选举功能。当选举出的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发生故障无法正常工作后，VLAN 内各设备会重新选举出新的 IGMP Snooping 查

询器以保证组播业务正常转发。IGMP snooping 查询器选举机制和 IGMP 查询器选举机制一样。 

2. 配置准备 

在VLAN内开启IGMP Snooping查询器选举功能之前，需要先开启IGMP Snooping查询器。有关开

启IGMP Snooping查询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1.8.1  开启IGMP Snooping查询器” 

由于 IGMP Snooping查询器收到源 IP地址为 0.0.0.0的查询报文和源 IP 地址与本机查询器 IP 地址

相同的查询报文不进行选举，因此，用户需要通过 igmp-snooping general-query source-ip

命令将 IGMP 查询报文的源 IP 地址配置为一个非全零以及未被其他设备和主机使用的 IP 地址以避

免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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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gmp-snooping version 命令保证参与 IGMP Snooping 查询器选举的各设备 IGMP 
Snooping 版本相同。 

3. 在VLAN内开启IGMP Snooping查询器选举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开启 IGMP Snooping 查询器选举功能。 
igmp-snooping querier-election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IGMP Snooping 查询器选举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8.3  配置IGMP普遍组查询和响应 

1. 功能简介 

可以根据网络的实际情况来修改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合理配置 IGMP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既可以使主机对 IGMP 查询报文做出快速响应，又可

以减少由于定时器同时超时，造成大量主机同时发送报告报文而引起的网络拥塞。 

对于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其报文 大响应时间字段由所配置的 IGMP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

间来填充，在主机收到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后，会为其所加入的每个组播组都启动一个定时器，

定时器的值在 0 到 大响应时间（该时间值由主机从所收到的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 大响应时

间字段获得）中随机选定，当定时器的值减为 0 时，主机就会向该定时器对应的组播组发送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避免误删组播组成员，请确保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大于 IGMP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

应时间，否则配置虽能生效但系统会给出提示。 

3. 全局配置IGMP普遍组查询和响应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全局配置 IGMP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 
max-response-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IGMP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为 10 秒。 

4. 在VLAN内配置IGMP普遍组查询和响应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配置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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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mp-snooping query-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为 125 秒。 

(4) 在 VLAN 内配置 IGMP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 
igmp-snooping max-response-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IGMP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为 10 秒。 

1.9  配置IGMP Snooping Proxy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开启 IGMP Snooping Proxy 功能。 
igmp-snooping proxy enable 

缺省情况下，VLAN 内的 IGMP Snooping Proxy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0  调整IGMP报文 

1.10.1  配置IGMP报文的源IP地址 

1. 功能简介 

由于 IGMP Snooping 查询器有可能发出源 IP 地址为 0.0.0.0 的查询报文，而收到此类查询报文的

端口将不会被维护为动态路由器端口，从而影响动态 IGMP Snooping 转发表项的建立， 终导致

组播数据无法正常转发。因此，用户可在 IGMP Snooping 查询器上通过本配置将 IGMP 查询报文

的源 IP 地址配置为一个有效的 IP 地址以避免上述问题。IGMP 查询报文源 IP 地址的改变可能会影

响网段内 IGMP 查询器的选举。 

用户也可以改变模拟主机或 IGMP Snooping 代理发送的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或 IGMP 离开组

报文的源 IP 地址。 

2. 在VLAN内配置IGMP报文的源IP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源 IP 地址。 
igmp-snooping general-query 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源 IP 地址为当前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若当前 VLAN
接口没有 IP 地址，则采用 0.0.0.0。 

(4) 配置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源 IP 地址。 
igmp-snooping special-query source-ip ip-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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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以收到过 IGMP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源 IP 地址作为 IGMP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源 IP
地址；否则，采用 VLAN 绑定的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若该 VLAN 接口没有 IP 地址，则采

用 0.0.0.0。 

(5) 配置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的源 IP 地址。 
igmp-snooping report 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的源 IP 地址为当前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若当前 VLAN
接口没有 IP 地址，则采用 0.0.0.0。 

(6) 配置 IGMP 离开组报文的源 IP 地址。 
igmp-snooping leave 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IGMP 离开组报文的源 IP 地址为当前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若当前 VLAN 接口

没有 IP 地址，则采用 0.0.0.0。 

1.10.2  配置IGMP报文的 802.1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当二层设备的出端口发生拥塞时，二层设备通过识别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优先发送优先级较高

的报文。用户可以通过本配置改变 IGMP 报文（包括本设备生成的以及途经本设备的）的 802.1p
优先级。 

2. 全局配置IGMP报文的 802.1p优先级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全局配置 IGMP 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 
dot1p-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IGMP 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为 6。 

3. 在VLAN内配置IGMP报文的 802.1p优先级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配置 IGMP 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 
igmp-snooping dot1p-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IGMP 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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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配置IGMP Snooping策略 

1.11.1  配置组播组过滤器 

1. 功能简介 

在使能了 IGMP Snooping 的二层设备上，通过配置组播组过滤器，可以限制用户对组播节目的点

播。本配置只对动态组播组有效，对静态组播组无效。 

在实际应用中，当用户点播某个组播节目时，主机会发起一个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该报文将

在二层设备上接受组播组过滤器的检查，只有通过了检查，二层设备才会将该主机所属的端口加入

到出端口列表中，从而达到控制用户点播组播节目的目的。 

2. 全局配置组播组过滤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全局配置组播组过滤器。 
group-policy ipv4-acl-number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组播组过滤器，即主机可以加入任意合法的组播组。 

3. 在端口上配置组播组过滤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在端口上配置组播组过滤器。 
igmp-snooping group-policy ipv4-acl-number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组播组过滤器，即主机可以加入任意合法的组播组。 

1.11.2  配置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可以允许或禁止端口作为组播源端口： 

• 开启该功能后，端口不能连接组播源，因为该端口将过滤掉所有的组播数据报文（但允许组

播协议报文通过），因此只能连接组播数据接收者。 

• 关闭该功能后，端口既能连接组播源，也能连接组播数据接收者。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开启 IPv4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时，系统将同时开启 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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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在全局配置或在端口上配置的优先级相同， 新配置生效。 

3. 全局配置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开启指定端口的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 
source-deny port interface-list 

缺省情况下，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在端口上配置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当前端口的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 
igmp-snooping source-deny 

缺省情况下，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1.3  配置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 

1. 功能简介 

未知组播数据报文是指在 IGMP Snooping 转发表中不存在对应转发表项的那些组播数据报文： 

• 当开启了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功能时，二层设备只向其路由器端口转发未知组播数据报文，

不在 VLAN 内广播；如果二层设备没有路由器端口，未知组播数据报文报文会被丢弃，不再

转发。 

• 当关闭了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功能时，二层设备将在未知组播数据报文所属的 VLAN 内广

播该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开启了丢弃未知 IPv4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之后，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也将被丢弃。 

在开启了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的功能之后，仍会向 VLAN 内的其它路由器端口转发未知组播数据

报文。 

3. 在VLAN内配置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开启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igmp-snooping drop-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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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即对未知组播数据报文进行广播。 

1.11.4  配置IGMP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抑制 

1. 功能简介 

当二层设备收到来自某组播组成员的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时，会将该报文转发给与其直连的三

层设备。这样，当二层设备上存在属于某组播组的多个成员时，与其直连的三层设备会收到这些成

员发送的相同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当开启了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抑制功能后，在一个查询间隔内二层设备只会把收到的某组播组

内的第一个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转发给三层设备，而不继续向三层设备转发来自同一组播组的

其它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这样可以减少网络中的报文数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开启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抑制功能。 
report-aggregation 

缺省情况下，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抑制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11.5  配置端口加入的组播组 大数量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端口加入的组播组 大数量，可以限制用户点播组播节目的数量，从而控制了端口上的数

据流量。本配置只对动态组播组有效，对静态组播组无效。 

在配置端口加入的组播组 大数量时，如果当前端口上的组播组数量已超过配置值，系统将把该端

口相关的所有转发表项从 IGMP Snooping 转发表中删除，该端口下的主机都需要重新加入组播组，

直至该端口上的组播组数量达到限制值，系统将自动丢弃新的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加入的组播组 大数量。 
igmp-snooping group-limit limit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未对端口加入的组播组 大数量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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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配置组播组替换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端口上的组播组数目达到配置端口加入的组播组 大数量时，会自动丢弃新的 IGMP 成员关系报

告报文。组播组替换功能开启后，当端口收到新的 IGMP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时，会自动离开 IP 地

址 小的组播组并加入新的组播组。本功能主要应用于频道切换，以实现从一个组播组切换到另一

个组播组。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配置只对动态组播组有效，对静态组播组无效。 

当设备上维护的 IGMP Snooping 转发表项达到配置的 IGMP Snooping 转发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并

且端口新加入的组播组不在设备维护的组播组列表中时，组播组替换功能不能生效。 

3. 全局配置组播组替换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全局开启组播组替换功能。 
overflow-replace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组播组替换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在端口上配置组播组替换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在端口上开启组播组替换功能。 
igmp-snooping overflow-replace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组播组替换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1.7  配置IGMP Snooping主机跟踪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过开启 IGMP Snooping 主机跟踪功能，可以使二层设备能够记录正在接收组播数据的成员主机

信息（包括主机的 IP 地址、加入组播组的运行时长和超时剩余时间等），以便于网络管理员对这些

主机进行监控和管理。 

2. 全局配置IGMP Snooping主机跟踪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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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3) 全局开启 IGMP Snooping 主机跟踪功能。 
host-tracking 

缺省情况下，IGMP Snooping 主机跟踪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在VLAN内配置IGMP Snooping主机跟踪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开启 IGMP Snooping 主机跟踪功能。 
igmp-snooping host-tracking 

缺省情况下，IGMP Snooping 主机跟踪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1.8  配置组播用户控制策略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组播用户控制策略，设备可以对组播用户发送的 IGMP 成员关系报文和 IGMP 离开报文进

行过滤，从而使设备只对策略所许可的组播组维护组播成员关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User-Profile 视图。 
user-profile profile-name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User Profile”。 

(3) 配置组播用户控制策略。 
igmp-snooping access-policy ipv4-acl-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组播用户控制策略，即组播用户可以加入/离开任意合法的组播组。 

1.12  配置设备发送的IGMP协议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 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设备

发送的 IGMP 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GMP Snooping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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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mp-snooping 

(3) 配置设备发送的 IGMP 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设备发送的 IGMP 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48。 

1.13  IGMP Snooping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GMP Snooping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IGMP Snooping 的信息。 

表1-2 IGMP Snooping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GMP Snooping的状态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 global | vlan vlan-id ] 

显示动态IGMP Snooping组播组的信

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group [ group-address | 
source-address ] * [ vlan vlan-id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 

显示IGMP Snooping主机跟踪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host-tracking vlan vlan-id group 
group-address [ source source-address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动态路由器端口的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router-port [ vlan vlan-id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静态IGMP Snooping组播组的信

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static-group [ group-address | 
source-address ] * [ vlan vlan-id ]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静态路由器端口的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static-router-port [ vlan 
vlan-id ]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GMP Snooping监听到的IGMP报
文和PIM hello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igmp-snooping statistics 

显示IPv4二层组播快速转发表信息 
display l2-multicast fast-forwarding cache [ vlan 
vlan-id ] [ source-address | group-address ]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二层组播的IP组播组信息 display l2-multicast ip [ group group-address | source 
source-address ] *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二层组播的IP转发表信息 
display l2-multicast ip forwarding [ group 
group-address | source source-address ] *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二层组播的MAC组播组信息 display l2-multicast mac [ mac-address ]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二层组播的MAC转发表信息 display l2-multicast mac forwarding [ mac-address ]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静态组播MAC地址表信息 
display mac-address [ mac-address [ vlan 
vlan-id ] | [ multicast ] [ vlan vlan-id ] 
[ count ] ] 

清除动态IGMP Snooping组播组的信

息 
reset igmp-snooping group { group-address 
[ source-address ] | all } [ vlan vlan-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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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清除动态路由器端口的信息 reset igmp-snooping router-port { all | vlan vlan-id} 

清除IGMP Snooping监听到的IGMP报
文和PIM hello报文的统计信息 

reset igmp-snooping statistics 

清除IPv4二层组播快速转发表中的转

发项 

reset l2-multicast fast-forwarding cache [ vlan 
vlan-id ] { { source-address | group-address } * | all } 
[ slot slot-number ]  

 

1.14  IGMP Snooping典型配置举例 

1.14.1  基于VLAN的组策略及模拟主机加入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 图 1-4 所示，Router A通过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连接组播源（Source），通过

GigabitEthernet1/0/1接口连接Switch A；Router A上运行IGMPv2，Switch A上运行版本 2的

IGMP Snooping，并由Router A充当IGMP查询器。 

• 通过配置，使 Host A和Host B能且只能接收发往组播组 224.1.1.1的组播数据，并且当 Host 
A 和 Host B 发生意外而临时中断接收组播数据时，发往组播组 224.1.1.1 组播数据也能不间

断地通过 Switch A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 和 GigabitEthernet1/0/4 转发出去；同时，使

Switch A 将收到的未知组播数据直接丢弃，避免在其所属的 VLAN 100 内广播。 

2. 组网图 

图1-4 基于 VLAN 的组策略及模拟主机加入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IP 地址 

请按照 图 1-4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配置过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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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Router A 

# 使能 IP 组播路由，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使能 PIM-DM，并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使能 IGMP。 
<RouterA> system-view 

[RouterA]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A-mrib]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igmp enable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pim d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Switch A 

#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gmp-snooping 

[SwitchA-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4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并开启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SwitchA] vlan 100 

[SwitchA-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A-vlan10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A-vlan100] igmp-snooping drop-unknown 

[SwitchA-vlan100] quit 

# 配置组播组过滤器，以限定 VLAN 100 内的主机只能加入组播组 224.1.1.1。 
[SwitchA] acl basic 2001 

[SwitchA-acl-ipv4-basic-2001] rule permit source 224.1.1.1 0 

[SwitchA-acl-ipv4-basic-2001] quit 

[SwitchA] igmp-snooping 

[SwitchA-igmp-snooping] group-policy 2001 vlan 100 

[SwitchA-igmp-snooping] quit 

# 在 GigabitEthernet1/0/3 和 GigabitEthernet1/0/4 上分别配置模拟主机加入组播组

224.1.1.1。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igmp-snooping host-join 224.1.1.1 vlan 100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4] igmp-snooping host-join 224.1.1.1 vlan 100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4] quit 

4. 验证配置 

假设组播源分别向组播组 224.1.1.1 和 224.2.2.2 发送的组播数据，Host A 和 Host B 也都申请加入

这两个组播组。 

# 显示 Switch A 上 VLAN 100 内动态 IGMP Snooping 组播组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igmp-snooping group 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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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0.0.0.0, 224.1.1.1) 

    Host ports (2 in total): 

      GE1/0/3                             (00:03:23) 

      GE1/0/4                             (00:04:10) 

由此可见，Host A 和 Host B 所在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和 GigabitEthernet1/0/3 均已加入组

播组 224.1.1.1，但都未加入组播组 224.2.2.2，这表明组播组过滤器已生效。 

1.14.2  基于VLAN的静态端口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 图 1-5 所示，Router A通过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连接组播源（Source），通过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连接Switch A；Router A上运行IGMPv2，Switch A、Switch B和
Switch C上都运行版本 2 的IGMP Snooping，并由Router A充当IGMP查询器。 

• Host A 和 Host C 均为组播组 224.1.1.1 的固定接收者（Receiver），通过将 Switch C 上的端

口GigabitEthernet1/0/3和GigabitEthernet1/0/5配置为组播组224.1.1.1的静态成员端口，可

以增强组播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可靠性。 

• 假设由于受 STP 等链路层协议的影响，为了避免出现环路，Switch A—Switch C 的转发路径

在正常情况下是阻断的，组播数据只能通过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 的路径传递给连

接在 Switch C 上的接收者；要求通过将 Switch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为静态路

由器端口，以保证当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 的路径出现阻断时，组播数据可以几乎

不间断地通过 Switch A—Switch C 的新路径传递给接收者。 

 

如果没有配置静态路由器端口，那么当Switch A—Switch B—Switch C的路径出现阻断时，至少需

要等待一个 IGMP查询和响应周期完成后，组播数据才能通过Switch A—Switch C的新路径传递给

接收者，组播数据的传输在这个过程中将中断。 

有关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生成树协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

置指导”中的“生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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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5 基于 VLAN 的静态端口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IP 地址 

请按照 图 1-5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Router A 

# 使能 IP 组播路由，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使能 PIM-DM，并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使能 IGMP。 
<RouterA> system-view 

[RouterA]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A-mrib]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igmp enable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pim d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Switch A 

#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gmp-snooping 

[SwitchA-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3添加到该VLAN中，

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A] vlan 100 

Source

1.1.1.1/24
Router A

IGMP querier

GE1/0/1
10.1.1.1/24

Switch A

Switch B

Switch C

GE1/0/1

GE1/0/2

GE1/0/3

GE1/0/1

GE1/0/1
GE1/0/3

GE1/0/5

Host A
Receiver

Host B

Host C
Receiver

VLAN 100

GE1/0/2
1.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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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A-vlan10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A-vlan100] quit 

# 把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为静态路由器端口。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igmp-snooping static-router-port vlan 100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4) 配置 Switch B 

#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gmp-snooping 

[SwitchB-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添加到该VLAN中，

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B] vlan 100 

[SwitchB-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vlan10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100] quit 

(5) 配置 Switch C 

#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igmp-snooping 

[SwitchC-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5添加到该VLAN中，

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C] vlan 100 

[SwitchC-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C-vlan10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C-vlan100]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和 GigabitEthernet1/0/5 上配置静态加入组播组

224.1.1.1。 
[Switch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C-GigabitEthernet1/0/3] igmp-snooping static-group 224.1.1.1 vlan 100 

[SwitchC-GigabitEthernet1/0/3] quit 

[Switch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C-GigabitEthernet1/0/5] igmp-snooping static-group 224.1.1.1 vlan 100 

[SwitchC-GigabitEthernet1/0/5]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上 VLAN 100 内静态路由器端口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igmp-snooping static-router-port vlan 100 

VLAN 100: 

  Router ports (1 in total): 

    GE1/0/3 

由此可见，Switch A 上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已经成为了静态路由器端口。 

# 显示 Switch C 上 VLAN 100 内静态 IGMP Snooping 组播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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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 display igmp-snooping static-group 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0.0.0.0, 224.1.1.1) 

    Host ports (2 in total): 

      GE1/0/3 

      GE1/0/5 

由此可见，Switch C 上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和 GigabitEthernet1/0/5 已经成为了组播组

224.1.1.1 的静态成员端口。 

1.14.3  基于VLAN的IGMP Snooping查询器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图 1-6 所示，在一个没有三层设备的纯二层网络环境中，组播源Source 1 和Source 2 分别

向组播组 224.1.1.1和 225.1.1.1发送组播数据，Host A和Host C是组播组 224.1.1.1的接收者

（Receiver），Host B和Host D则是组播组225.1.1.1的接收者；所有接收者均使用IGMPv2，
所有交换机上都运行版本 2 的IGMP Snooping，并选择距组播源较近的Switch A来充当IGMP 
Snooping查询器。 

• 为防止交换机在没有二层组播转发表项时将组播数据在 VLAN 内广播，在所有交换机上都开

启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功能；同时，由于交换机不会将收到源 IP 地址为 0.0.0.0 的 IGMP
查询报文的端口设置为动态路由器端口，从而会影响二层组播转发表项的建立并导致组播数

据无法正常转发，因此需要将 IGMP 查询报文的源 IP 地址配置为非 0.0.0.0 以避免此问题。 

2. 组网图 

图1-6 基于 VLAN 的 IGMP Snooping 查询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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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gmp-snooping 

[SwitchA-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3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并开启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SwitchA] vlan 100 

[SwitchA-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A-vlan10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A-vlan100] igmp-snooping drop-unknown 

# 在 VLAN 100 内开启 IGMP Snooping 查询器。 
[SwitchA-vlan100] igmp-snooping querier 

[SwitchA-vlan100] quit 

# 在 VLAN 100内将 IGMP 普遍组查询和特定组查询报文的源 IP 地址均配置为 192.168.1.1。 
[SwitchA-vlan100] igmp-snooping general-query source-ip 192.168.1.1 

[SwitchA-vlan100] igmp-snooping special-query source-ip 192.168.1.1 

[SwitchA-vlan100] quit 

(2) 配置 Switch B 

#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gmp-snooping 

[SwitchB-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4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并开启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SwitchB] vlan 100 

[SwitchB-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B-vlan10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100] igmp-snooping drop-unknown 

[SwitchB-vlan100] quit 

(3) 配置 Switch C 

#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igmp-snooping 

[SwitchC-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3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并开启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SwitchC] vlan 100 

[SwitchC-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C-vlan10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C-vlan100] igmp-snooping drop-unknown 

[SwitchC-vlan100] quit 

(4) 配置 Switch D 

#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igmp-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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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D-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2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并开启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SwitchD] vlan 100 

[SwitchD-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D-vlan10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D-vlan100] igmp-snooping drop-unknown 

[SwitchD-vlan100] quit 

4. 验证配置 

当 IGMP Snooping 查询器开始工作之后，除查询器以外的所有交换机都能收到 IGMP 普遍组查询

报文。 

# 显示 Switch B 上收到的 IGMP 报文的统计信息。 
[SwitchB] display igmp-snooping statistics 

Received IGMP general queries:  3 

Received IGMPv1 reports:  0 

Received IGMPv2 reports:  12 

Received IGMP leaves:  0 

Received IGMPv2 specific queries:  0 

Sent     IGMPv2 specific queries:  0 

Received IGMPv3 reports:  0 

Received IGMPv3 reports with right and wrong records:  0 

Received IGMPv3 specific queries:  0 

Received IGMPv3 specific sg queries:  0 

Sent     IGMPv3 specific queries:  0 

Sent     IGMPv3 specific sg queries:  0 

Received PIMv2 hello:  0 

Received error IGMP messages:  0 

1.14.4  基于VLAN的IGMP Snooping Proxy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 图 1-7 所示，Router A通过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连接组播源（Source），通过

GigabitEthernet1/0/1接口连接Switch A；Router A上运行IGMPv2，Switch A上运行版本 2的

IGMP Snooping，并由Router A充当IGMP查询器。 

• 通过配置，使 Switch A能够代理下游主机向 Router A发送的 IGMP报告报文和离开报文，以

及响应 Router A 发来的 IGMP 查询报文并向下游主机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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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7 基于 VLAN 的 IGMP Snooping Proxy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IP 地址 

请按照 图 1-7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Router A 

# 使能 IP 组播路由，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使能 PIM-DM，并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使能 IGMP。 
<RouterA> system-view 

[RouterA]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A-mrib]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igmp enable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pim d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pim d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Switch A 

#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特性。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gmp-snooping 

[SwitchA-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4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并使能 IGMP Snooping Proxy。 
[SwitchA] vlan 100 

[SwitchA-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A-vlan100] igmp-snoopin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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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MP que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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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r
Host A

Host B

Host C

1.1.1.1/24

GE1/0/4

GE1/0/2

GE1/0/3G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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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SwitchA-vlan100] igmp-snooping proxy enable 

[SwitchA-vlan100] quit 

4. 验证配置 

当配置完成后，Host A 和 Host B 分别发送组地址为 224.1.1.1 的 IGMP 加入报文，Switch A 收到该

报文后通过其路由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向 Router A 也发送该组的加入报文。通过使用

display igmp-snooping group 和 display igmp group 命令可以分别查看 IGMP Snooping
组和 IGMP 组的信息，例如： 

# 查看 Switch A 上 IGMP Snooping 组播组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igmp-snooping group 

 Total 1 entries. 

 

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0.0.0.0, 224.1.1.1) 

    Host ports (2 in total): 

      GE1/0/3                                     (00:04:00) 

      GE1/0/4                                     (00:04:04) 

# 查看 Router A 上 IGMP 组的信息。 
[RouterA] display igmp group 

IGMP groups in total: 1 

 GigabitEthernet1/0/1(10.1.1.1): 

  IGMP groups reported in total: 1 

   Group address   Last reporter   Uptime      Expires 

   224.1.1.1       0.0.0.0         00:00:31    00:02:03 

当 Host A 离开组播组 224.1.1.1 时，向 Switch A 发送该组的 IGMP 离开报文，但由于 Host B 仍未

离开该组，因此 Switch A 并不会删除该组，也不会向 Router A 发送该组的离开报文，只是在该组

对应转发表项的成员端口列表中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删除。通过使用 display 
igmp-snooping group 命令可以查看 IGMP Snooping 组的信息，例如： 

# 查看 Switch A 上 IGMP Snooping 组播组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igmp-snooping group 

Total 1 entries. 

 

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0.0.0.0, 224.1.1.1) 

    Host ports (1 in total): 

      GE1/0/3                                     ( 00:01:23 ) 

1.15  IGMP Snooping常见故障处理 

1.15.1  二层设备不能实现二层组播 

1. 故障现象 

二层设备不能实现 IGMP Snooping 二层组播功能。 

2. 故障分析 

IGMP Snooping 没有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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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处理过程 

(1) 使用 display igmp-snooping 命令查看 IGMP Snooping 的运行状态。 

(2) 如果是没有使能 IGMP Snooping，则需先在系统视图下使用 igmp-snooping命令开启设备

的 IGMP Snooping 特性，然后在 VLAN 视图下使用 igmp-snooping enable 命令使能

VLAN 内的 IGMP Snooping。 

(3) 如果只是没有在相应 VLAN 下使能 IGMP Snooping，则只需在 VLAN 视图下使用

igmp-snooping enable 命令使能 VLAN 内的 IGMP Snooping。 

1.15.2  配置的组播组策略不生效 

1. 故障现象 

配置了组播组策略，只允许主机加入某些特定的组播组，但主机仍然可以收到发往其它组播组的组

播数据。 

2. 故障分析 

• ACL 规则配置不正确； 

• 组播组策略应用不正确； 

• 没有开启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的功能，使得属于过滤策略之外的组播数据报文（即未知组

播数据报文）被广播。 

3. 处理过程 

(1) 使用 display acl 命令查看所配置的 ACL 规则，检查其是否与所要实现的组播组过滤策略

相符合。 

(2) 在 IGMP-Snooping 视图或相应的接口视图下使用 display this 命令查看是否应用了正确

的组播组策略。如果没有，则使用 group-policy或 igmp-snooping group-policy命

令应用正确的组播组策略。 

(3) 使用 display igmp-snooping 命令查看是否已开启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的功能。如果

没有开启，则使用 igmp-snooping drop-unknown 命令开启丢弃未知组播数据报文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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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IM Snooping 
1.1  PIM Snooping简介 

PIM Snooping（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 Snooping，协议无关组播窥探）运行在二层设备

上，通过与 IGMP Snooping 配合来对收到的 PIM 协议报文进行分析，将有接收需求的端口添加到

PIM Snooping 路由表的相应表项中，以实现组播报文的精确转发。 

图1-1 二层设备运行 PIM Snooping 前后的对比 

 

 

如 图 1-1 所示，组播源Source 1 和Source 2 分别向组播组G1 和G2 发送组播数据，而Receiver 1
和Receiver 2 则分别是G1 和G2 的接收者，二层设备上连接各PIM路由器的端口都属于同一个VLAN： 

• 当二层设备只运行 IGMP Snooping 时，它通过监听 PIM 路由器发出的 PIM Hello 报文来维护

路由器端口，将组播数据报文向 VLAN 内的所有路由器端口转发，而将除 PIM Hello 报文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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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PIM 协议报文在 VLAN 内广播。因此，无论 PIM 路由器是否有接收需求，都会收到所有

的 PIM 协议报文和组播数据报文。 

• 当二层设备同时运行了 IGMP Snooping 和 PIM Snooping 时，它通过监听 PIM 路由器发出的

PIM 协议报文来了解其接收需求，将有接收需求的 PIM 路由器所在的端口添加到 PIM 
Snooping 路由表的相应表项中，使 PIM 协议报文和组播数据报文能够被精确转发给有接收需

求的 PIM 路由器，从而节约了网络带宽。 

 

有关 IGMP Snooping 和路由器端口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P 组播配置指导”中的“IGMP 
Snooping”。 

 

1.2  PIM Snooping配置限制和指导 

PIM Snooping 功能在 Secondary VLAN 中不会生效，因此不建议在 Secondary VLAN 中配置此功

能。有关 Secondary VLAN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Private 
VLAN”。 

在 VLAN 内使能了 PIM Snooping 之后，PIM Snooping 功能只在属于该 VLAN 的端口上生效。 

1.3  PIM Snooping配置任务简介 

PIM Snooping 配置任务如下： 

(1) 使能PIM Snooping 

(2) （可选）配置主从倒换后PIM Snooping全局端口的老化时间 

 配置全局邻居端口的老化时间 

 配置全局下游端口和全局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 

1.4  使能PIM Snooping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并进入 IGMP-Snooping 视图。 
igmp-snooping 

缺省情况下，IGMP Snooping 处于关闭状态。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P 组播命令参考”中的“IGMP Snooping”。 

(3)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5)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igmp-snoopin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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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VLAN 内的 IGMP Snooping 处于关闭状态。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P 组播命令参考”中的“IGMP Snooping”。 

(6) VLAN 内使能 PIM Snooping。 
pim-snoop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VLAN 内的 PIM Snooping 处于关闭状态。 

1.5  配置主从倒换后PIM Snooping全局端口的老化时间 

1.5.1  功能简介 

全局端口指的是主设备的虚拟端口，包括二层聚合接口等。由全局端口担任的邻居端口、下游端口

和路由器端口分别称为全局邻居端口、全局下游端口和全局路由器端口。 

为了使 PIM Snooping 在主从倒换后不会因表项老化而影响二层数据转发，可以手动配置倒换后的

全局端口老化时间。 

1.5.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主从倒换后的全局邻居端口收到 PIM Hello 报文时，手动配置的全局邻居端口的老化时间将失效，

以 PIM Hello 报文里的老化时间为准。 

当主从倒换后的全局路由器端口和全局下游端口收到 PIM 加入报文时，手动配置的全局路由器端口

和全局下游端口的老化时间将失效，以 PIM 加入报文里的老化时间为准。 

1.5.1  配置全局邻居端口的老化时间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主从倒换后 PIM Snooping 全局邻居端口的老化时间。 

pim-snooping graceful-restart neighbor-aging-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主从倒换后 PIM Snooping 全局邻居端口老化时间为 105 秒。 

1.5.2  配置全局下游端口和全局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主从倒换后 PIM Snooping 全局下游端口和全局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 

pim-snooping graceful-restart join-aging-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主从倒换后 PIM Snooping 全局下游端口和全局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为 2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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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IM Snooping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PIM Snooping 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PIM Snooping 的统计信息。 

表1-1 PIM Snooping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PIM Snooping的邻居信息 display pim-snooping neighbor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 verbose ] 

显示PIM Snooping的路由器端口

信息 
display pim-snooping router-port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 verbose ] 

显示PIM Snooping路由表的信息 display pim-snooping routing-table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 verbose ] 

显示PIM Snooping监听到的PIM
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pim-snooping statistics 

清除PIM Snooping监听到的PIM
报文的统计信息 

reset pim-snooping statistics 

 

1.7  PIM Snooping典型配置举例 

1.7.1  PIM Snooping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 图 1-2 所示，网络中运行OSPF协议，Router A和Router B各自的GigabitEthernet1/0/1 接

口分别连接组播源Source 1 和Source 2；Router C和Router D各自的GigabitEthernet1/0/1 接

口分别连接接收者Receiver 1 和Receiver 2；Router A、Router B、Router C和Router D各自

的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都通过Switch A互连。 

• Source 1 和 Source 2 分别通过组播组 224.1.1.1 和 225.1.1.1 发送组播数据，Receiver 1 和

Receiver 2 则分别接收来自组播组 224.1.1.1 和 225.1.1.1 的组播数据；Router C 和 Router D
各自的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上都运行 IGMP，Router A、Router B、Router C 和 Router 
D 上都运行 PIM-SM，并由 Router A 的 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充当 C-BSR 和 C-RP。 

• 通过在 Switch A 上配置 IGMP Snooping和 PIM Snooping，使 Switch A 将 PIM 协议报文和组

播数据报文只转发给有接收需求的路由器。 

• 在所有与 Switch A 相连的 PIM 设备上配置加入/剪枝报文的最大长度为 1400 字节，小于路径

M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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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2 PIM Snooping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IP 地址和单播路由协议 

请按照 图 1-2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并在各路由器上配置OSPF协议，具体配置过

程略。 

(2) 配置 Router A 

# 使能 IP 组播路由，在各接口上使能 PIM-SM，设置加入/剪枝报文的最大长度，并配置

C-BSR 和 C-RP。 
<RouterA> system-view 

[RouterA]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A-mrib]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pim s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pim s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RouterA] pim 

[RouterA-pim] jp-pkt-size 1400 

[RouterA-pim] c-bsr 10.1.1.1 

[RouterA-pim] c-rp 10.1.1.1 

[RouterA-pim] quit 

(3) 配置 Router B 

# 使能 IP 组播路由，在各接口上使能 PIM-SM，并设置加入/剪枝报文的最大长度。 
<RouterB> system-view 

[RouterB]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B-mrib] quit 

[Router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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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B-GigabitEthernet1/0/1] pim sm 

[Router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B-GigabitEthernet1/0/2] pim sm 

[Router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RouterB] pim 

[RouterB-pim] jp-pkt-size 1400 

(4) 配置 Router C 

# 使能 IP 组播路由，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使能 PIM-SM，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使能 IGMP，并设置加入/剪枝报文的最大长度。 
<RouterC> system-view 

[RouterC]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C-mrib] quit 

[Router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C-GigabitEthernet1/0/1] igmp enable 

[Router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C-GigabitEthernet1/0/2] pim sm 

[Router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RouterC] pim 

[RouterC-pim] jp-pkt-size 1400 

(5) 配置 Router D 

# 使能 IP 组播路由，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使能 PIM-SM，并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使能 IGMP，并设置加入/剪枝报文的最大长度。 
<RouterD> system-view 

[RouterD]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D-mrib] quit 

[Router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D-GigabitEthernet1/0/1] igmp enable 

[Router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D-GigabitEthernet1/0/2] pim sm 

[Router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RouterD] pim 

[RouterD-pim] jp-pkt-size 1400 

(6) 配置 Switch A 

#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gmp-snooping 

[SwitchA-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4添加到该VLAN中，

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和 PIM Snooping。 
[SwitchA] vlan 100 

[SwitchA-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A-vlan10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A-vlan100] pim-snoopin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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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100]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上 VLAN 100 内 PIM Snooping 的邻居信息。 
[SwitchA] display pim-snooping neighbor vlan 100 

Total 4 neighbors. 

 

VLAN 100: Total 4 neighbors. 

  10.1.1.1 

    Ports (1 in total): 

      GE1/0/1                 (00:32:43) 

  10.1.1.2 

    Ports (1 in total): 

      GE1/0/2                 (00:32:43) 

  10.1.1.3 

    Ports (1 in total): 

      GE1/0/3                 (00:32:43) 

  10.1.1.4 

    Ports (1 in total): 

      GE1/0/4                 (00:32:43) 

由此可见，Router A、Router B、Router C 和 Router D 之间都建立起了 PIM Snooping 邻居关系。 

# 显示 Switch A 上 VLAN 100 内 PIM Snooping 路由表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pim-snooping routing-table vlan 100 

Total 2 entries. 

FSM Flag: NI-no info, J-join, PP-prune pending 

 

VLAN 100: Total 2 entries. 

  (*, 224.1.1.1) 

    Upstream neighbor: 10.1.1.1 

      Upstream Ports (1 in total): 

        GE1/0/1 

      Downstream Ports (1 in total): 

        GE1/0/3 

          Expires: 00:03:01, FSM: J 

  (*, 225.1.1.1) 

    Upstream neighbor: 10.1.1.2 

      Upstream Ports (1 in total): 

        GE1/0/2 

      Downstream Ports (1 in total): 

        GE1/0/4 

          Expires: 00:03:11, FSM: J 

由此可见，Switch A 将向 Router C 转发组播组 224.1.1.1 的组播数据，向 Router D 转发组播组

225.1.1.1 的组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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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IM Snooping常见故障处理 

1.8.1  二层设备不能实现PIM Snooping功能 

1. 故障现象 

二层设备不能实现 PIM Snooping 功能。 

2. 故障分析 

IGMP Snooping 或 PIM Snooping 没有使能。 

3. 处理过程 

(1) 使用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命令查看 IGMP Snooping 和 PIM Snooping 的

运行状态。 

(2) 如果没有使能 IGMP Snooping，请先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然后分别使能 VLAN 内的

IGMP Snooping 和 PIM Snooping。 

(3) 如果没有使能 PIM Snooping，请使能 VLAN 内的 PIM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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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播VLAN 

1.1  组播VLAN作用 

如 图 1-1 所示，在传统的组播点播方式下，当属于不同VLAN的主机Host A、Host B和Host C同时

点播同一组播组时，三层设备（Switch A）需要将组播数据为每个用户VLAN（即主机所属的VLAN）

都复制一份后发送给二层设备（Switch B）。这样既造成了带宽的浪费，也给三层设备增加了额外的

负担。 

图1-1 未运行组播 VLAN 时的组播数据传输 

 
 

可以使用组播 VLAN 功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二层设备上配置了组播 VLAN 后，三层设备只需将组播

数据通过组播 VLAN 向二层设备发送一份即可，而不必向每个用户 VLAN 都复制一份，从而节省了

网络带宽，也减轻了三层设备的负担。 

1.2  组播VLAN实现方式 

组播 VLAN 有基于子 VLAN 和基于端口两种实现和配置方式。 

1.2.1  基于子VLAN的组播VLAN 

如 图 1-2 所示，接收者主机Host A、Host B和Host C分属不同的用户VLAN。在Switch B上配置VLAN 
10为组播VLAN，将所有的用户VLAN都配置为该组播VLAN的子VLAN，并在组播VLAN及其子VLAN
内都使能IGMP Snooping。 

Source

Receiver
Host A

 Multicast packets VLAN 2

VLAN 3

VLAN 4

VLAN 2

VLAN 3

VLAN 4

Switch B

Receiver
Host B

Receiver
Host C

Switch A
IGMP que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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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基于子 VLAN 的组播 VLAN 示意图 

  
 

配置完成后，IGMP Snooping 将在组播 VLAN 中对路由器端口进行维护，而在各子 VLAN 中对成

员端口进行维护。这样，Switch A 只需将组播数据通过组播 VLAN 向 Switch B 发送一份即可，Switch 
B 会将其复制分发给该组播 VLAN 内那些有接收者的子 VLAN。 

1.2.2  基于端口的组播VLAN 

如 图 1-3 所示，接收者主机Host A、Host B和Host C分属不同的用户VLAN，Switch B上的所有用

户端口（即连接主机的端口）均为Hybrid类型。在Switch B上配置VLAN 10 为组播VLAN，将所有

用户端口都添加到该组播VLAN内，并在组播VLAN和所有用户VLAN内都使能IGMP Snooping。 

图1-3 基于端口的组播 VLAN 示意图 

 
 

配置完成后，当 Switch B 上的用户端口收到来自主机的 IGMP 报文时，会为其打上组播 VLAN 的

Tag 并上送给 IGMP 查询器，于是 IGMP Snooping 就可以在组播 VLAN 中对路由器端口和成员端

口进行统一的维护。这样，Switch A 只需将组播数据通过组播 VLAN 向 Switch B 发送一份即可，

Switch B 会将其复制分发给该组播 VLAN 内的所有成员端口。 

Source

VLAN 2

VLAN 3

VLAN 4

Port A

Port B

Port C

Port DSwitch B

 Multicast packets

Receiver
Host A

Receiver
Host B

Receiver
Host C

Switch A
IGMP querier

VLAN 10 (Multicast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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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组播VLAN配置限制和指导 

要配置为组播 VLAN 的指定 VLAN 必须存在。 

若在设备上同时配置了基于子 VLAN 和基于端口的组播 VLAN，则基于端口的组播 VLAN 将优先生

效。 

组播 VLAN 功能在 Secondary VLAN 中不会生效，因此不建议在 Secondary VLAN 中配置此功能。

有关 Secondary VLAN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Private VLAN”。 

1.4  配置基于子VLAN的组播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要添加到组播 VLAN 内的子 VLAN 必须存在，且不能是组播 VLAN 或其它组播 VLAN 的子 VLAN。 

2. 配置准备 

在配置基于子 VLAN 的组播 VLAN 之前，需完成以下任务： 

• 创建相应的 VLAN 

• 在欲配置为组播 VLAN 及其子 VLAN 的所有 VLAN 内都使能 IGMP Snooping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指定 VLAN 为组播 VLAN，并进入组播 VLAN 视图。 
multicast-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VLAN 不是组播 VLAN。 

(3) 向组播 VLAN 内添加子 VLAN。 
subvlan vlan-list 

1.5  配置基于端口的组播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既可以在组播 VLAN 内添加端口，也可以在端口上指定其所属的组播 VLAN——这两种配置方式是

等效的。 

一个端口只能属于一个组播 VLAN。 

2. 配置准备 

在配置基于端口的组播 VLAN 之前，需完成以下任务： 

• 创建相应的 VLAN 

• 在欲配置为组播 VLAN 的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 在所有的用户 VLAN 内都使能 IGMP Snooping 

• 配置用户端口属性，保证当二层设备通过组播 VLAN 收到来自上游、打有组播 VLAN Tag 的

组播数据报文时，会将其 Tag 去掉后再向下游转发。有关配置用户端口属性的详细介绍，请

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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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组播VLAN内配置组播VLAN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指定 VLAN 为组播 VLAN，并进入组播 VLAN 视图。 
multicast-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VLAN 不是组播 VLAN。 

(3) 向组播 VLAN 内添加端口。 
port interface-list 

4. 在端口上配置组播VLAN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指定 VLAN 为组播 VLAN，并进入组播 VLAN 视图。 
multicast-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VLAN 不是组播 VLAN。 

(3)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5) 指定端口所属的组播 VLAN。 
port multicast-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端口不属于任何组播 VLAN。 

1.6  配置组播VLAN转发表项的最大数量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调整组播 VLAN 转发表项的最大数量，当所有组播 VLAN 内维护的表项总数达到最大数量

后，将不再创建新的表项，直至有表项被老化或被手工删除。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组播 VLAN 转发表项的最大数量。 
multicast-vlan entry-limit limit 

缺省情况下，组播 VLAN 转发表项的最大数量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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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组播VLAN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组播 VLAN 的运行情况，通

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组播 VLAN 的统计信息。 

表1-1 组播 VLAN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组播VLAN的信息 display multicast-vlan [ vlan-id ] 

显示组播VLAN转发表的信息 

display multicast-vlan forwarding-table [ grou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mask } ] | source-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mask } ] | slot slot-number | subvlan vlan-id | 
vlan vlan-id ] * 

显示组播VLAN的组播组表项

信息 
display multicast-vlan group [ source-address | group-address 
| slot slot-number | verbose | vlan vlan-id ] * 

清除组播VLAN的组播组表项 
reset multicast-vlan group [ source-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mask } ] | group-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mask } ] | vlan vlan-id ] * 

 

1.8  组播VLAN典型配置举例 

1.8.1  基于子VLAN的组播VLAN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 图 1-4 所示，三层交换机Switch A通过接口VLAN-interface20 连接组播源（Source），通

过接口VLAN-interface10 连接二层交换机Switch B；Switch A上运行IGMPv2，Switch B上运

行版本 2 的IGMP Snooping，并由Switch A充当IGMP查询器。 

• 组播源向组播组224.1.1.1发送组播数据，Host A～Host C都是该组播组的接收者（Receiver），
且分别属于 VLAN 2～VLAN 4。 

• 通过在 Switch B 上配置基于子 VLAN 的组播 VLAN，使 Switch A 通过组播 VLAN 向 Switch B
下分属不同用户 VLAN 的主机分发组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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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4 基于子 VLAN 的组播 VLAN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使能 IP 组播路由。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multicast routing 

[SwitchA-mrib] quit 

# 创建 VLAN 20，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该 VLAN。 
[SwitchA] vlan 20 

[SwitchA-vlan2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A-vlan20]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20 上配置 IP 地址，并使能 PIM-DM。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1.1.1.2 24 

[SwitchA-Vlan-interface20] pim dm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 创建 VLAN 10，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Hybrid 端口，并允许 VLAN 10 的报文带

Tag 通过。 
[SwitchA] vlan 10 

[SwitchA-vlan1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10 tagged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 上配置 IP 地址，并使能 IGMP。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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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10.1.1 24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gmp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2) 配置 Switch B 

#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gmp-snooping 

[SwitchB-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 VLAN 2，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该 VLAN，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vlan2]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2] quit 

# 创建 VLAN 3，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该 VLAN，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B] vlan 3 

[SwitchB-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vlan3]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3] quit 

# 创建 VLAN 4，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加入该 VLAN，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B] vlan 4 

[SwitchB-vlan4] port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B-vlan4]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4] quit 

# 创建 VLAN 10，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B] vlan 10 

[SwitchB-vlan1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10]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Hybrid 端口，并允许 VLAN 10 的报文带 Tag 通过。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10 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 VLAN 10 为组播 VLAN，并把 VLAN 2～VLAN 4 都配置为该组播 VLAN 的子 VLAN。 
[SwitchB] multicast-vlan 10 

[SwitchB-mvlan-10] subvlan 2 to 4 

[SwitchB-mvlan-10]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B 上所有组播 VLAN 的信息。 
[SwitchB] display multicast-vlan 

Total 1 multicast VLANs. 

 

Multicast VL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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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VLAN list(3 in total): 

     2-4 

  Port list(0 in total): 

# 显示 Switch B 上组播 VLAN 的所有组播组表项信息。 
[SwitchB] display multicast-vlan group 

Total 1 entries. 

 

Multicast VLAN 10: Total 1 entries. 

  (0.0.0.0, 224.1.1.1) 

    Sub-VLANs (3 in total): 

      VLAN 2  

      VLAN 3 

      VLAN 4 

由此可见，组播 VLAN（VLAN 10）在各子 VLAN（VLAN 2～VLAN 4）内维护组播组表项。 

1.8.2  基于端口的组播VLAN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 图 1-5 所示，三层交换机Switch A通过接口VLAN-interface20 连接组播源（Source），通

过接口VLAN-interface10 连接二层交换机Switch B；Switch A上运行IGMPv2，Switch B上运

行版本 2 的IGMP Snooping，并由Switch A充当IGMP查询器。 

• 组播源向组播组224.1.1.1发送组播数据，Host A～Host C都是该组播组的接收者（Receiver），
且分别属于 VLAN 2～VLAN 4。 

• 通过在 Switch B上配置基于端口的组播 VLAN，使 Switch A通过组播 VLAN向 Switch B下分

属不同用户 VLAN 的主机分发组播数据。 

2. 组网图 

图1-5 基于端口的组播 VLAN 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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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使能 IP 组播路由。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multicast routing 

[SwitchA-mrib] quit 

# 创建 VLAN 20，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该 VLAN。 
[SwitchA] vlan 20 

[SwitchA-vlan2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A-vlan20]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20 上配置 IP 地址，并使能 PIM-DM。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 address 1.1.1.2 24 

[SwitchA-Vlan-interface20] pim dm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 创建 VLAN 10，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加入该 VLAN。 
[SwitchA] vlan 10 

[SwitchA-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A-vlan10]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 上配置 IP 地址，并使能 IGMP。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 address 10.110.1.1 24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gmp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2) 配置 Switch B 

# 开启设备的 IGMP Snooping。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gmp-snooping 

[SwitchB-igmp-snooping] quit 

# 创建 VLAN 10，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加入该 VLAN，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B] vlan 10 

[SwitchB-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vlan10]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10] quit 

# 创建 VLAN 2，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2] quit 

# 创建 VLAN 3，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B] vlan 3 

[SwitchB-vlan3]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3] quit 

# 创建 VLAN 4，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B] vl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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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vlan4] igmp-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4]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Hybrid 类型，缺省 VLAN 为 VLAN 2；允许 VLAN 2 和

VLAN 10 的报文不带 Tag 通过。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hybrid pvid vlan 2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hybrid vlan 2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hybrid vlan 10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为 Hybrid 类型，缺省 VLAN 为 VLAN 3；允许 VLAN 3 和

VLAN 10 的报文不带 Tag 通过。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hybrid pvid vlan 3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hybrid vlan 3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hybrid vlan 10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为 Hybrid 类型，缺省 VLAN 为 VLAN 4；允许 VLAN 4 和

VLAN 10 的报文不带 Tag 通过。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hybrid pvid vlan 4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hybrid vlan 4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hybrid vlan 10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quit 

# 配置 VLAN 10 为组播 VLAN。 
[SwitchB] multicast-vlan 10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到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组播 VLAN 10。 
[SwitchB-m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to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mvlan-10]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也属于组播 VLAN 10。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multicast-vlan 10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B 上所有组播 VLAN 的信息。 
[SwitchB] display multicast-vlan 

Total 1 multicast VLANs. 

 

Multicast VLAN 10: 

  Sub-VLAN list(0 in total): 

  Port list(3 in total): 

    GE1/0/2 

    GE1/0/3 

    GE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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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Switch B 上动态组播组的 IGMP Snooping 转发表项信息。 
[SwitchB] display igmp-snooping group 

Total 1 entries. 

 

VLAN 10: Total 1 entries. 

  (0.0.0.0, 224.1.1.1) 

    Host slots (0 in total): 

    Host ports (3 in total): 

      GE1/0/2        (00:03:23) 

      GE1/0/3        (00:04:07) 

      GE1/0/4        (00:04:16) 

由此可见，IGMP Snooping 统一在组播 VLAN（VLAN 10）中维护成员端口。 



i 

目  录 

1 MLD Snooping ·············································································································· 1-1 

1.1 MLD Snooping简介 ····································································································· 1-1 

1.1.1 MLD Snooping原理 ···························································································· 1-1 

1.1.2 MLD Snooping端口分类 ······················································································ 1-2 

1.1.3 MLD Snooping工作机制 ······················································································ 1-3 

1.1.4 MLD Snooping Proxy ·························································································· 1-4 

1.1.5 协议规范 ·········································································································· 1-5 

1.2 MLD Snooping配置限制和指导 ······················································································ 1-6 

1.3 基于VLAN的MLD Snooping配置任务简介 ········································································ 1-6 

1.4 开启设备的MLD Snooping特性 ······················································································ 1-7 

1.5 使能MLD Snooping ····································································································· 1-7 

1.5.1 使能全局MLD Snooping ······················································································ 1-7 

1.5.2 使能VLAN的MLD Snooping ················································································· 1-8 

1.6 配置MLD Snooping基本功能 ························································································· 1-9 

1.6.1 配置MLD Snooping版本 ······················································································ 1-9 

1.6.2 配置MLD Snooping转发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 ························································· 1-10 

1.6.3 配置IPv6 静态组播MAC地址表项 ········································································· 1-10 

1.6.4 配置MLD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 1-11 

1.7 配置MLD Snooping端口功能 ······················································································· 1-11 

1.7.1 配置动态端口老化定时器 ··················································································· 1-11 

1.7.2 配置静态成员端口 ···························································································· 1-12 

1.7.3 配置静态路由器端口 ························································································· 1-13 

1.7.4 配置模拟主机加入 ···························································································· 1-13 

1.7.5 配置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 1-14 

1.7.6 禁止端口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 ············································································· 1-15 

1.8 配置MLD Snooping查询器 ·························································································· 1-16 

1.8.1 开启MLD Snooping查询器 ················································································· 1-16 

1.8.2 开启MLD Snooping查询器选举功能 ····································································· 1-16 

1.8.3 配置MLD普遍组查询和响应 ················································································ 1-17 

1.9 配置MLD Snooping Proxy ·························································································· 1-18 

1.10 调整MLD报文 ········································································································· 1-18 

1.10.1 配置MLD报文的源IPv6 地址 ············································································· 1-18 

1.10.2 配置MLD报文的 802.1p优先级 ·········································································· 1-19 



ii 

1.11 配置MLD Snooping策略 ··························································································· 1-19 

1.11.1 配置IPv6 组播组过滤器 ···················································································· 1-19 

1.11.2 配置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 ····································································· 1-20 

1.11.3 配置丢弃未知IPv6 组播数据报文 ········································································ 1-21 

1.11.4 配置MLD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抑制 ········································································ 1-22 

1.11.5 配置端口加入的IPv6 组播组 大数量 ·································································· 1-22 

1.11.6 配置IPv6 组播组替换功能 ················································································· 1-23 

1.11.7 配置MLD Snooping主机跟踪功能 ······································································· 1-23 

1.11.8 配置IPv6 组播用户控制策略 ·············································································· 1-24 

1.12 配置设备发送的MLD协议报文的DSCP优先级 ································································ 1-24 

1.13 MLD Snooping显示和维护 ························································································ 1-25 

1.14 MLD Snooping典型配置举例 ····················································································· 1-26 

1.14.1 基于VLAN的IPv6 组策略及模拟主机加入配置举例 ················································· 1-26 

1.14.2 基于VLAN的静态端口配置举例 ·········································································· 1-28 

1.14.3 基于VLAN的MLD Snooping查询器配置举例 ························································· 1-31 

1.14.4 基于VLAN的MLD Snooping Proxy配置举例 ························································· 1-33 

1.15 MLD Snooping常见故障处理 ····················································································· 1-35 

1.15.1 二层设备不能实现二层组播 ·············································································· 1-35 

1.15.2 配置的IPv6 组播组策略不生效 ··········································································· 1-36 

 



 

1-1 

1 MLD Snooping 
1.1  MLD Snooping简介 

MLD Snooping（Multicast Listener Discovery Snooping，组播侦听者发现协议窥探）运行在二层

设备上，通过侦听三层设备与主机之间的 MLD 报文来生成二层组播转发表，从而管理和控制 IPv6
组播数据报文的转发，实现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在二层的按需分发。 

1.1.1  MLD Snooping原理 

运行 MLD Snooping 的二层设备通过对收到的 MLD 报文进行分析，为端口和 MAC 组播地址建立起

映射关系，并根据这样的映射关系转发 IPv6 组播数据。 

如 图 1-1 所示，当二层设备没有运行MLD Snooping时，IPv6 组播数据报文在二层网络中被广播；

当二层设备运行了MLD Snooping后，已知IPv6 组播组的组播数据报文不会在二层网络中被广播，

而被组播给指定的接收者。 

图1-1 二层设备运行 MLD Snooping 前后的对比 

 

 

MLD Snooping 通过二层组播将信息只转发给有需要的接收者，可以带来以下好处： 

• 减少了二层网络中的广播报文，节约了网络带宽； 

• 增强了 IPv6 组播信息的安全性； 

• 为实现对每台主机的单独计费带来了方便。 

IPv6 multicast packet transmission
 without MLD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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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r

Hos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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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r

 IPv6 multicast packets

Layer 2 device

IPv6 multicast packet transmission
 when MLD snooping runs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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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MLD Snooping端口分类 

如 图 1-2 所示，Device A连接IPv6 组播源，在Switch A和Switch B上分别运行MLD Snooping，Host 
A和Host C为接收者主机（即IPv6 组播组成员）。根据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同，我们将MLD 
Snooping端口分为路由器端口和成员端口两类，以下分别介绍。 

图1-2 MLD Snooping 端口示意图 

  
 

1. 路由器端口 

在运行了MLD Snooping的二层设备上，朝向上游三层组播设备的端口称为路由器端口。如 图 1-2
中Switch A的Port A1 端口和Switch B的Port B1 端口。 

根据来源不同，路由器端口可分为： 

• 动态路由器端口：所有收到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源地址非 0::0）或 IPv6 PIM Hello 报文的

端口，都被维护为动态路由器端口。这些端口被记录在动态路由器端口列表中，每个端口都

有一个老化定时器。在老化定时器超时前，动态路由器端口如果收到了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

（源地址非 0::0）或 IPv6 PIM Hello 报文，该定时器将被重置；否则，该端口将被从动态路

由器端口列表中删除。 

• 静态路由器端口：通过命令行手工配置的路由器端口称为静态路由器端口，这些端口被记录

在静态路由器端口列表中。静态路由器端口只能通过命令行手工删除，不会被老化。 

 

本文中提到的路由器端口都是指二层设备上朝向三层组播设备的端口，而不是指路由器上的端口。 

如果没有特别指明，本文中提到的路由器端口包括动态路由器端口和静态路由器端口。 

 

2. 成员端口 

在运行了MLD Snooping的二层设备上，朝向下游组播组成员的端口称为成员端口。如 图 1-2 中

Switch A的Port A2 和Port A3 端口，以及Switch B的Port B2 端口。 

根据来源不同，成员端口也可分为： 

Device A Switc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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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A1 Port A2

Port A3

Port B1
Port B2

Receiver

Receiver

Host A

Host B

Host C

Host D

Source

IPv6 multicast packets

Router port

Member port



 

1-3 

• 动态成员端口：所有收到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的端口，都被维护为动态成员端口。这些端

口被记录在动态 MLD Snooping 转发表中，每个端口都有一个老化定时器。在老化定时器超

时前，动态成员端口如果收到了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该定时器将被重置；否则，该端口

将被从动态 MLD Snooping 转发表中删除。 

• 静态成员端口：通过命令行手工配置的成员端口称为静态成员端口，这些端口被记录在静态

MLD Snooping 转发表中。静态路由器端口只能通过命令行手工删除，不会被老化。 

 

如果没有特别指明，本文中提到的成员端口包括动态成员端口和静态成员端口。 

 

1.1.3  MLD Snooping工作机制 

运行了 MLD Snooping 的二层设备对不同 MLD 动作的具体处理方式如下： 

 

本节中所描述的增删端口动作均只针对动态端口，静态端口只能通过相应的配置进行增删，具体步

骤请参见“1.7.2  配置静态成员端口” 和“1.7.3  配置静态路由器端口”。 

 

1. 普遍组查询 

MLD 查询器定期向本地网段内的所有主机与设备（FF02::1）发送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以查询该

网段有哪些 IPv6 组播组的成员。 

在收到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时，二层设备将其通过 VLAN 内除接收端口以外的其它所有端口转发

出去，并对该报文的接收端口做如下处理： 

• 如果在动态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已包含该动态路由器端口，则重置其老化定时器。 

• 如果在动态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尚未包含该动态路由器端口，则将其添加到动态路由器端口列

表中，并启动其老化定时器。 

2. 报告成员关系 

以下情况，主机会向 MLD 查询器发送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 当 IPv6 组播组的成员主机收到 MLD 查询报文后，会回复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 如果主机要加入某个 IPv6 组播组，它会主动向 MLD 查询器发送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以声

明加入该 IPv6 组播组。 

在收到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时，二层设备将其通过 VLAN 内的所有路由器端口转发出去，从该

报文中解析出主机要加入的 IPv6 组播组地址，并对该报文的接收端口做如下处理： 

• 如果不存在该 IPv6 组播组所对应的转发表项，则创建转发表项，将该端口作为动态成员端口

添加到出端口列表中，并启动其老化定时器； 

• 如果已存在该 IPv6 组播组所对应的转发表项，但其出端口列表中不包含该端口，则将该端口

作为动态成员端口添加到出端口列表中，并启动其老化定时器； 

• 如果已存在该 IPv6 组播组所对应的转发表项，且其出端口列表中已包含该动态成员端口，则

重置其老化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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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设备不会将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通过非路由器端口转发出去，因为根据主机上的 MLD 成员

关系报告抑制机制，如果非路由器端口下还有该 IPv6 组播组的成员主机，则这些主机在收到该报

告报文后便抑制了自身的报告，从而使二层设备无法获知这些端口下还有该 IPv6 组播组的成员主

机。 

 

3. 离开组播组 

当主机离开 IPv6组播组时，会通过发送MLD离开组报文，以通知三层组播设备自己离开了某个 IPv6
组播组。当二层设备从某动态成员端口上收到 MLD 离开组报文时，首先判断要离开的 IPv6 组播组

所对应的转发表项是否存在，以及该 IPv6 组播组所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是否包含该接收

端口： 

• 如果不存在该 IPv6 组播组对应的转发表项，或者该 IPv6 组播组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

不包含该端口，二层设备不会向任何端口转发该报文，而将其直接丢弃； 

• 如果存在该 IPv6 组播组对应的转发表项，且该 IPv6 组播组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除该

端口还有别的成员端口存在，二层设备不会向任何端口转发该报文，而将其直接丢弃。同时，

由于并不知道该接收端口下是否还有该 IPv6 组播组的其它成员，所以二层设备不会立刻把该

端口从该 IPv6 组播组所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删除，而是向该端口发送 MLD 特定组

查询报文，并根据 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调整该端口的老化定时器（老化时间为 2×MLD 特定

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 如果存在该 IPv6 组播组对应的转发表项，且该 IPv6 组播组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只有

该端口，二层设备会将该报文通过 VLAN 内的所有路由器端口转发出去。同时，由于并不知

道该接收端口下是否还有该 IPv6 组播组的其它成员，所以二层设备不会立刻把该端口从该

IPv6 组播组所对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删除，而是向该端口发送 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

并根据 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调整该端口的老化定时器（老化时间为 2×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

的发送间隔）。 

当 MLD 查询器收到 MLD 离开组报文后，从中解析出主机要离开的 IPv6 组播组的地址，并通过接

收端口向该 IPv6 组播组发送 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二层设备在收到 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后，将

其通过 VLAN 内的所有路由器端口和该 IPv6 组播组的所有成员端口转发出去。对于 MLD 离开组报

文的接收端口（假定为动态成员端口），二层设备在其老化时间内： 

• 如果从该端口收到了主机响应该特定组查询的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则表示该端口下还有

该 IPv6 组播组的成员，于是重置其老化定时器； 

• 如果没有从该端口收到主机响应该特定组查询的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则表示该端口下已

没有该 IPv6 组播组的成员。当该端口的老化定时器超时后，将其从该 IPv6 组播组所对应转发

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删除。 

1.1.4  MLD Snooping Proxy 

为了减少上游设备收到的 MLD 报告报文和离开报文的数量，可以通过在边缘设备上配置 MLD 
Snooping Proxy（MLD Snooping 代理）功能，使其能够代理下游主机向上游设备发送报告报文和

离开报文。配置了 MLD Snooping Proxy 功能的设备称为 MLD Snooping 代理设备，在其上游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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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它就相当于一台主机。但主机上的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抑制机制在 MLD Snooping 代理设备

上并不会生效。 

图1-3 MLD Snooping Proxy 组网图 

 

 

如 图 1-3 所示，作为MLD Snooping代理设备的Switch A，对其上游的MLD查询器Device A来说相

当于一台主机，代理下游主机向Device A发送报告报文和离开报文。 

MLD Snooping代理设备对MLD报文的处理方式如 表 1-1 所示。 

表1-1 MLD Snooping 代理设备对 MLD 报文的处理方式 

MLD 报文 处理方式 

普遍组查询报文 收到普遍组查询报文后，向本VLAN内除接收端口以外的所有端口转发；同时根据本地维护的

组成员关系生成报告报文，并向所有路由器端口发送 

特定组/特定源组

查询报文 

收到针对某组播组的特定组/特定源组查询报文时，向本VLAN内除接收端口以外的所有路由

器端口转发；若该组对应的转发表项中还有成员端口，则向本VLAN内所有路由器端口回复该

组的报告报文 

报告报文 

从某端口收到某IPv6组播组的报告报文时，若已存在该组对应的转发表项，且其出端口列表

中已包含该动态成员端口，则重置其老化定时器；若已存在该组对应的转发表项，但其出端

口列表中不包含该端口，则将该端口作为动态成员端口添加到出端口列表中，并启动其老化

定时器；若尚不存在该组对应的转发表项，则创建转发表项，将该端口作为动态成员端口添

加到出端口列表中，并启动其老化定时器，然后向所有路由器端口发送该组的报告报文 

离开报文 
从某端口收到某IPv6组播组的离开报文后，向该端口发送针对该组的特定组查询报文。只有

当删除某IPv6组播组对应转发表项中的 后一个成员端口时，才会向所有路由器端口发送该

组的离开报文 

 

1.1.5  协议规范 

与 MLD Snooping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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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C 4541：Considerations for 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IGMP) and Multicast 
Listener Discovery (MLD) Snooping Switches 

1.2  MLD Snooping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从 Secondary VLAN 中收到的主机加入请求，相关的 MLD Snooping 转发表项都将维护在

Primary VLAN中，因此 MLD Snooping功能只需在 Primary VLAN中配置既可，在 Secondary VLAN
中即使配置了也不会生效。有关 Primary VLAN 和 Secondary VLAN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

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Private VLAN”。 

二层聚合接口与其各成员端口上的配置互不影响，且成员端口上的配置只有当该端口退出聚合组后

才会生效，二层聚合接口上的配置也不会参与聚合计算。 

对于既可在 VLAN 视图下配置，又可在 MLD-Snooping 视图下对多个 VLAN 进行配置的功能，两个

视图下配置的优先级相同， 新配置生效。 

对于既可在 VLAN 视图下配置，又可在 MLD-Snooping 视图下对所有 VLAN 配置的功能，VLAN 视

图下的配置的优先级较高。  

对于既可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又可在 MLD-Snooping 视图下配置的功能，MLD-Snooping 视图下的

配置对指定 VLAN 内的所有端口生效，接口视图下配置只对当前接口生效，且接口视图下的配置优

先级较高。 

1.3  基于VLAN的MLD Snooping配置任务简介 

基于 VLAN 的 MLD Snooping 的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设备的MLD Snooping特性 

(2) 使能MLD Snooping 

请至少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使能全局MLD Snooping 

 使能VLAN的MLD Snooping 

(3) （可选）配置MLD Snooping基本功能 

 配置MLD Snooping版本 

 配置MLD Snooping转发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 

 配置IPv6 静态组播MAC地址表项 

 配置MLD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4) （可选）配置MLD Snooping端口功能 

 配置动态端口老化定时器 

 配置静态成员端口 

 配置静态路由器端口 

 配置模拟主机加入 

 配置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禁止端口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 

(5) （可选）配置MLD Snooping查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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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MLD Snooping查询器 

 开启MLD Snooping查询器选举功能 

 配置MLD普遍组查询和响应 

(6) （可选）配置MLD Snooping Proxy 

(7) （可选）调整MLD报文 

 配置MLD报文的源IPv6 地址 

 配置MLD报文的 802.1p优先级 

(8) （可选）配置MLD Snooping策略 

 配置IPv6 组播组过滤器 

 配置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 

 配置丢弃未知IPv6 组播数据报文 

 配置MLD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抑制 

 配置端口加入的IPv6 组播组 大数量 

 配置IPv6 组播组替换功能 

 配置MLD Snooping主机跟踪功能 

 配置IPv6 组播用户控制策略 

(9) （可选）配置设备发送的MLD协议报文的DSCP优先级 

1.4  开启设备的MLD Snooping特性 

1. 功能简介 

只有在开启了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后，才能进行其它的 MLD Snooping 相关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并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处于关闭状态。 

1.5  使能MLD Snooping 

1.5.1  使能全局MLD Snooping 

1. 功能简介 

使能全局 MLD Snooping 后，设备上所有 VLAN 的 MLD Snooping 都将使能。如果某个 VLAN 内不

需要使用 MLD Snooping，可以在其中关闭 MLD snooping。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使能全局 MLD Snooping 后，若还需在某指定 VLAN 内配置其他 MLD Snooping 功能，则必须在这

些 VLAN 下使能 MLD Snooping，否则配置的其他 MLD Snooping 功能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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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或关闭 VLAN 内的 MLD Snooping 的优先级高于使能全局 MLD Snooping。例如：使能全局

MLD Snooping 后，再在某 VLAN 视图下通过 mld-snooping disable 命令关闭当前 VLAN 的

MLD Snooping，则该 VLAN 内的 MLD Snooping 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使能全局 MLD Snooping。 
global-enable 

缺省情况下，全局 MLD Snooping 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关闭某 VLAN 的 MLD Snooping。 

a.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b.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c. 关闭该 VLAN 的 MLD Snooping。 
mld-snooping disable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MLD Snooping 的状态与全局 MLD Snooping 的状态保持一致。 

1.5.2  使能VLAN的MLD Snooping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既可在 MLD-Snooping 视图下对单个或多个 VLAN 进行配置，也可在 VLAN 视图下只对当前

VLAN 进行配置，二者的配置优先级相同。 

在 VLAN 内使能了 MLD Snooping 之后，MLD Snooping 只在属于该 VLAN 的端口上生效。 

2. 使能单个或多个VLAN的MLD Snooping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使能单个或多个 VLAN 的 MLD Snooping。 
enable vlan vlan-list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MLD Snooping 的状态与全局 MLD Snooping 的状态保持一致。 

3. 使能单个VLAN的MLD Snooping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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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vlan-id 

(3) 使能该 VLAN 的 MLD Snooping。 
mld-snoop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MLD Snooping 的状态与全局 MLD Snooping 的状态保持一致。 

1.6  配置MLD Snooping基本功能 

1.6.1  配置MLD Snooping版本 

1. 功能简介 

配置 MLD Snooping 的版本，实际上就是配置 MLD Snooping 可以处理的 MLD 报文的版本： 

• 当 MLD Snooping 的版本为 1 时，MLD Snooping 能够对 MLDv1 的报文和 MLDv2 的查询报

文进行处理，对 MLDv2 的成员关系报文则不进行处理，而是在 VLAN 内将其广播； 

• 当MLD Snooping的版本为 2时，MLD Snooping能够对MLDv1和MLDv2的报文进行处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MLD Snooping的版本由版本 2切换到版本 1时，系统将清除所有通过动态加入的MLD Snooping
转发表项；对于在版本 2 下通过手工配置而静态加入的 MLD Snooping 转发表项，则分为以下两种

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 

• 如果配置的仅仅是静态加入 IPv6 组播组，而没有指定 IPv6 组播源，则这些转发表项将不会被

清除； 

• 如果配置的是指定了IPv6 组播源的静态加入IPv6 组播源组，则这些转发表项将会被清除，并

且当再次切换回版本 2 时，这些转发表项将被重新恢复。有关静态加入的详细配置，请参见

“1.7.2  配置静态成员端口”。 

3. 配置多个VLAN内的MLD Snooping版本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配置指定 VLAN 内的 MLD Snooping 的版本。 
version version-number vlan vlan-list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MLD Snooping 的版本为 1。 

4. 配置单个VLAN内的MLD Snooping版本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配置 MLD Snooping 的版本。 
mld-snooping version version-number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MLD Snooping 的版本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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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配置MLD Snooping转发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调整 MLD Snooping 转发表项（包括动态表项和静态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当设备上维

护的表项数量达到或超过 大数量后，系统不再创建新的表项，也不会主动删除多余表项，直至有

表项被老化或被手工删除，所以当设备上维护的表项数量达到或超过 大数量后，为避免此后无法

再创建新的表项，建议用户手工删除多余表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配置 MLD Snooping 转发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 
entry-limit limit 

缺省情况下，MLD Snooping 转发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为 4294967295。 

1.6.3  配置IPv6 静态组播MAC地址表项 

1. 功能简介 

在二层组播中，除了可通过二层 IPv6 组播协议（如 MLD Snooping）动态建立 IPv6 组播 MAC 地

址表项外，还可通过手工方式配置 IPv6 组播 MAC 地址表项，将端口与 IPv6 组播 MAC 地址进行静

态绑定，以便灵活控制 IPv6 组播信息送达的目的端口。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可手工配置的组播 MAC 地址表项必须是尚未使用的组播 MAC 地址（即 高字节的 低比特位为 1
的 MAC 地址）。 

3. 系统视图下配置IPv6 静态组播MAC地址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静态组播 MAC 地址表项。 
mac-address multicast mac-address interface interface-list vlan 
vlan-id 

4. 接口视图下配置IPv6 静态组播MAC地址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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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静态组播 MAC 地址表项。 
mac-address multicast mac-address vlan vlan-id 

1.6.4  配置MLD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1. 功能简介 

合理配置 MLD 特定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既可以使主机对 MLD 查询报文做出快速响应，又可以

减少由于定时器同时超时，造成大量主机同时发送报告报文而引起的网络拥塞。 

二层设备所发送的 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其报文的 大响应时间字段由所配置的 MLD 特定组查询

报文的发送间隔来填充，在主机在收到 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后，会为其所加入的该 IPv6 组播组启

动一个定时器，定时器的值在 0 到 大响应时间（该时间值由主机从所收到的 MLD 特定组查询报

文的 大响应时间字段获得）中随机选定，当定时器的值减为 0 时，主机就会向该定时器对应的 IPv6
组播组发送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2. 全局配置MLD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全局配置 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last-listener-query-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为 1 秒。 

3. 在VLAN内配置MLD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配置 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mld-snooping last-listener-query-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为 1 秒。 

1.7  配置MLD Snooping端口功能 

1.7.1  配置动态端口老化定时器 

1. 功能简介 

对于动态路由器端口，如果在其老化时间内没有收到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或者 IPv6 PIM Hello 报

文，二层设备将把该端口从动态路由器端口列表中删除。 

对于动态成员端口，如果在其老化时间内没有收到该 IPv6 组播组的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二层

设备将把该端口从该 IPv6 组播组所对应转发表的出端口列表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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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请根据网络环境合理设置动态端口的老化时间，比如网络中 IPv6 组播组成员变动比较频繁，

可以把动态成员端口老化时间设置小一些，避免一些无效表项老化时间过长。 

• 如果动态路由器端口收到的是 IPv6 PIMv2 Hello 报文，那么该端口的老化时间将由 IPv6 
PIMv2 Hello 报文所携带的参数决定，而不受本节配置的影响。 

• 如果二层设备向动态成员端口主动发送MLD特定组查询报文，则该端口的老化时间将根据该

MLD特定组查询报文进行调整，调整的老化时间为 2×MLD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二

层设备MLD特定组查询报文发送间隔的配置，请参见“1.6.4  配置MLD特定组查询报文的发

送间隔”。 

3. 全局配置动态端口老化定时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全局配置动态路由器端口老化时间。 
router-aging-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动态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为 260 秒。 

(4) 全局配置动态成员端口老化时间。 
host-aging-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动态成员端口的老化时间为 260 秒。 

4. 在VLAN内配置动态端口老化定时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配置动态路由器端口老化时间。 
mld-snooping router-aging-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动态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为 260 秒。 

(4) 在 VLAN 内配置动态成员端口老化时间。 
mld-snooping host-aging-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动态成员端口的老化时间为 260 秒。 

1.7.2  配置静态成员端口 

1. 功能简介 

如果某端口所连接的主机需要固定接收发往某 IPv6 组播组的 IPv6 组播数据，可以配置该端口静态

加入该 IPv6 组播组，成为静态成员端口。静态成员端口不会对 MLD 查询器发出的查询报文进行响

应；当配置静态成员端口或取消静态成员端口的配置时，端口也不会主动发送 MLD 成员关系报告

报文或 MLD 离开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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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静态成员端口。 
mld-snooping static-group ipv6-group-address [ source-ip 
ipv6-source-address ]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端口不是静态成员端口。 

1.7.3  配置静态路由器端口 

1. 功能简介 

可以通过将二层设备上的端口配置为静态路由器端口，从而使二层设备上收到的所有 IPv6 组播数

据可以通过该端口被转发出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静态路由器端口。 
mld-snooping static-router-port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端口不是静态路由器端口。 

1.7.4  配置模拟主机加入 

1. 功能简介 

在二层设备的端口上配置了模拟主机加入后，该模拟主机就可以模仿真实的 IPv6组播组成员主机，

对 MLD 查询器发出的查询报文进行响应，包括： 

• 启动模拟主机时，该端口会主动发送一个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 在模拟主机的运行过程中，当收到 MLD 查询报文时，该端口会响应一个 MLD 成员关系报告

报文。 

• 停止模拟主机时，该端口会发送一个 MLD 离开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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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层设备的端口上配置了模拟主机加入后，模拟主机所采用的 MLD 版本与 MLD Snooping 的版

本一致，并且该端口将作为动态成员端口参与动态成员端口的老化过程。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模拟主机加入。 
mld-snooping host-join ipv6-group-address [ source-ip 
ipv6-source-address ]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模拟主机加入。 

1.7.5  配置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1. 功能简介 

端口快速离开功能是指当端口收到主机发来的离开指定 IPv6 组播组的 MLD 离开组报文时，直接将

该端口从相应转发表项的出端口列表中删除。此后，二层设备不会向该端口发送或转发针对该 IPv6
组播组的 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一个 VLAN，只有当一个端口下只有一个接收者时，才建议配置本功能；否则，当一个端口下

有多个接收者时，其中一个接收者的离开会触发该端口的快速离开，从而导致属于同一 IPv6 组播

组的其它接收者无法收到 IPv6 组播数据。 

3. 全局配置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全局开启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fast-leave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端口快速离开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在端口上配置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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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在端口上开启端口快速离开功能。 
mld-snooping fast-leave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端口快速离开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6  禁止端口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 

1. 功能简介 

在 IPv6 组播用户接入网络中，用户主机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测试）也会发出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

或 IPv6 PIM Hello 报文： 

• 如果二层设备收到了某用户主机发来的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或 IPv6 PIM Hello 报文，那么接

收报文的端口就将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从而使 VLAN 内的所有 IPv6 组播报文都会向该端口

转发，导致该主机收到大量无用的 IPv6 组播报文。 

• 同时，用户主机发送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或 IPv6 PIM Hello 报文，也会影响该接入网络中三

层设备上的 IPv6 组播路由协议状态（如影响 MLD 查询器或 DR 的选举），严重时可能导致网

络中断。 

当禁止一个端口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后，即使该端口收到了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或 IPv6 PIM Hello
报文，该端口也不会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从而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提高网络的安全性和对组

播用户的控制能力。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禁止端口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的配置与静态路由器端口的配置互不影响。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禁止端口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 
mld-snooping router-port-deny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端口可以成为动态路由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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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配置MLD Snooping查询器 

1.8.1  开启MLD Snooping查询器 

1. 功能简介 

在运行了 MLD 的 IPv6 组播网络中，会有一台三层组播设备充当 MLD 查询器，负责发送 MLD 查询

报文，使三层组播设备能够在网络层建立并维护 IPv6 组播转发表项，从而在网络层正常转发 IPv6
组播数据。 

但是，在一个没有三层组播设备的网络中，由于二层设备并不支持 MLD，因此无法实现 MLD 查询

器的相关功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二层设备上开启 MLD Snooping 查询器，使二层设备能

够在数据链路层建立并维护 IPv6 组播转发表项，从而在数据链路层正常转发 IPv6 组播数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请避免在运行了 MLD 的网络中配置 MLD Snooping 查询器，因为尽管 MLD Snooping 查询器并不

参与 MLD 查询器的选举，但在运行了 MLD 的网络中，配置 MLD Snooping 查询器不但没有实际的

意义，反而可能会由于其发送的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源 IPv6 地址较小而影响 MLD 查询器的选

举。 

3. 在VLAN内开启MLD Snooping查询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开启 MLD Snooping 查询器。 
mld-snooping querier 

缺省情况下，MLD Snooping 查询器处于关闭状态。 

1.8.2  开启MLD Snooping查询器选举功能 

1. 功能简介 

为了避免某 VLAN 因单一 MLD Snooping 查询器发生故障引起组播业务中断，建议在 VLAN 内配置

多个 MLD Snooping 查询器，各设备上开启 MLD Snooping 查询器选举功能。当选举出的 MLD 
Snooping 查询器发生故障无法正常工作后，VLAN 内各设备会重新选举出新的 MLD Snooping 查询

器以保证组播业务正常转发。MLD snooping 查询器选举机制和 MLD 查询器选举机制一样。 

2. 配置准备 

在VLAN内开启MLD Snooping查询器选举功能之前，需要先开启MLD Snooping查询器。有关开启

MLD Snooping查询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1.8.1  开启MLD Snooping查询器” 

由于 MLD Snooping 查询器收到源 IPv6 地址为：：的查询报文和源 IPv6 地址与本机查询器 IPv6 地

址相同的查询报文不进行选举，因此，用户需要通过 mld-snooping general-query 

source-ip配置将 MLD 查询报文的源 IPv6 地址配置为一个未被其他设备和主机使用的有效 IPv6
地址以避免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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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ld-snooping version命令保证参与 MLD Snooping 查询器选举的各设备 MLD Snooping
版本相同。 

3. 在VLAN内开启MLD Snooping查询器选举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开启 MLD Snooping 查询器选举功能。 
mld-snooping querier-election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MLD Snooping 查询器选举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8.3  配置MLD普遍组查询和响应 

1. 功能简介 

可以根据网络的实际情况来修改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合理配置 MLD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既可以使主机对 MLD 查询报文做出快速响应，又可以

减少由于定时器同时超时，造成大量主机同时发送报告报文而引起的网络拥塞。 

对于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其报文 大响应时间字段由所配置的 MLD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

来填充，在主机收到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后，主机会为其所加入的每个 IPv6 组播组都启动一个定

时器，定时器的值在 0 到 大响应时间（该时间值由主机从所收到的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 大

响应时间字段获得）中随机选定，当定时器的值减为 0 时，主机就会向该定时器对应的 IPv6 组播

组发送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避免误删 IPv6 组播组成员，请确保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大于 MLD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否则配置虽能生效但系统会给出提示。 

3. 全局配置MLD普遍组查询和响应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全局配置 MLD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 
max-response-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MLD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为 10 秒。 

4. 在VLAN内配置MLD普遍组查询和响应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配置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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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snooping query-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发送间隔为 125 秒。 

(4) 在 VLAN 内配置 MLD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 
mld-snooping max-response-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MLD 普遍组查询的 大响应时间为 10 秒。 

1.9  配置MLD Snooping Proxy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开启 MLD Snooping Proxy 功能。 
mld-snooping proxy enable 

缺省情况下，VLAN 内的 MLD Snooping Proxy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0  调整MLD报文 

1.10.1  配置MLD报文的源IPv6 地址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通过本配置改变 MLD Snooping 查询器发送的 MLD 查询报文的源 IPv6 地址。如果本网段

内存在别的MLD查询器，MLD查询报文源 IPv6地址的改变可能会影响网段内MLD查询器的选举。 

用户也可以改变模拟主机或MLD Snooping代理发送的MLD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或MLD离开组报文

的源 IPv6 地址。 

2. 在VLAN内配置MLD报文的源IPv6 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源 IPv6 地址。 
mld-snooping general-query source-ip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的源 IPv6 地址为当前 VLAN 接口的 IPv6 链路本地地址；

若当前 VLAN 接口没有 IPv6 链路本地地址，则采用 FE80::02FF:FFFF:FE00:0001。 

(4) 配置 MLD 特定组查询报文的源 IPv6 地址。 
mld-snooping special-query source-ip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如果收到过 MLD 普遍组查询报文，则以其源 IPv6 地址作为 MLD 特定组查询报

文的源 IPv6 地址；否则，采用当前 VLAN 接口的 IPv6 链路本地地址；若当前 VLAN 接口没

有 IPv6 链路本地地址，则采用 FE80::02FF:FFFF:FE00:0001。 

(5) 配置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的源 IPv6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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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snooping report source-ip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MLD成员关系报告报文的源 IPv6地址为当前VLAN接口的 IPv6链路本地地址；

若当前 VLAN 接口没有 IPv6 链路本地地址，则采用 FE80::02FF:FFFF:FE00:0001。 

(6) 配置 MLD 离开组报文的源 IPv6 地址。 
mld-snooping done source-ip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MLD 离开组报文的源 IPv6 地址为当前 VLAN 接口的 IPv6 链路本地地址；若当

前 VLAN 接口没有 IPv6 链路本地地址，则采用 FE80::02FF:FFFF:FE00:0001。 

1.10.2  配置MLD报文的 802.1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当二层设备的出端口发生拥塞时，二层设备通过识别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优先发送优先级较高

的报文。用户可以通过本配置改变 MLD 报文（包括本设备生成的以及途经本设备的）的 802.1p 优

先级。 

2. 全局配置MLD报文的 802.1p优先级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全局配置 MLD 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 
dot1p-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MLD 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为 6。 

3. 在VLAN内配置MLD报文的 802.1p优先级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配置 MLD 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 
mld-snooping dot1p-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VLAN 内 MLD 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为 6。 

1.11  配置MLD Snooping策略 

1.11.1  配置IPv6 组播组过滤器 

1. 功能简介 

在使能了 MLD Snooping 的二层设备上，通过配置 IPv6 组播组过滤器，可以限制用户对组播节目

的点播。本配置只对动态组播组有效，对静态组播组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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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应用中，当用户点播某个组播节目时，主机会发起一个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该报文将

在二层设备上接受 IPv6 组播组过滤器的检查，只有通过了检查，二层设备才会将该主机所属的端

口加入到出端口列表中，从而达到控制用户点播组播节目的目的。 

2. 全局配置IPv6 组播组过滤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全局配置 IPv6 组播组过滤器。 
group-policy ipv6-acl-number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v6 组播组过滤器，即主机可以加入任意合法的 IPv6 组播组。 

3. 在端口上配置IPv6 组播组过滤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在端口上配置 IPv6 组播组过滤器。 
mld-snooping group-policy ipv6-acl-number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v6 组播组过滤器，即主机可以加入任意合法的 IPv6 组播组。 

1.11.2  配置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 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可以允许或禁止端口作为 IPv6 组播源端口： 

• 开启该功能后，端口不能连接 IPv6 组播源，因为该端口将过滤掉所有的 IPv6 组播数据报文（但

允许 IPv6 组播协议报文通过），因此只能连接 IPv6 组播数据接收者。 

• 关闭该功能后，端口既能连接 IPv6 组播源，也能连接 IPv6 组播数据接收者。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开启 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时，系统将同时开启 IPv4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 

配置 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在全局配置或在端口上配置的优先级相同， 新配置生效。 

3. 全局配置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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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启指定端口的 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 
source-deny port interface-list 

缺省情况下，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在端口上配置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当前端口的 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 
mld-snooping source-deny 

缺省情况下，IPv6 组播数据报文源端口过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1.3  配置丢弃未知IPv6 组播数据报文 

1. 功能简介 

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是指在 MLD Snooping 转发表中不存在对应转发表项的那些 IPv6 组播数据

报文： 

• 当开启了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时，二层设备只向其路由器端口转发未知 IPv6 组

播数据报文，不在 VLAN 内广播；如果二层设备没有路由器端口，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报

文会被丢弃，不再转发。 

• 当关闭了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时，二层设备将在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所属的

VLAN 内广播该报文。 

2. 配置指导和限制 

在开启了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之后，未知 IPv4 组播数据报文也将被丢弃。 

在开启了丢弃未知 IPv6组播数据报文的功能之后，仍会向VLAN内的其它路由器端口转发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 

3. 在VLAN内配置丢弃未知IPv6 组播数据报文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开启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mld-snooping drop-unknown 

缺省情况下，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即对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

进行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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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配置MLD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抑制 

1. 功能简介 

当二层设备收到来自某 IPv6 组播组成员的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时，会将该报文转发给与其直连

的三层设备。这样，当二层设备上存在属于某 IPv6 组播组的多个成员时，与其直连的三层设备会

收到这些成员发送的相同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 

当开启了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抑制功能后，在一个查询间隔内二层设备只会把收到的某 IPv6 组

播组内的第一个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转发给三层设备，而不继续向三层设备转发来自同一 IPv6
组播组的其它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这样可以减少网络中的报文数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开启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抑制功能。 
report-aggregation 

缺省情况下，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抑制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11.5  配置端口加入的IPv6 组播组 大数量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端口加入的 IPv6 组播组的 大数量，可以限制用户点播组播节目的数量，从而控制了端

口上的数据流量。本配置只对动态组播组有效，对静态组播组无效。 

在配置端口加入的 IPv6 组播组 大数量时，如果当前端口上的 IPv6 组播组数量已超过配置值，系

统将把该端口相关的所有转发表项从 MLD Snooping 转发表中删除，该端口下的主机都需要重新加

入 IPv6 组播组，直至该端口上的 IPv6 组播组数量达到限制值，系统将自动丢弃新的 MLD 成员关

系报告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加入的 IPv6 组播组 大数量。 
mld-snooping group-limit limit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未对端口加入的 IPv6 组播组 大数量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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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  配置IPv6 组播组替换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端口上的 IPv6 组播组数目达到配置端口加入的 IPv6 组播组 大数量时，会自动丢弃新的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IPv6 组播组替换功能开启后，当端口收到新的 MLD 成员关系报告报文时，会

自动离开 IPv6 地址 小的 IPv6 组播组并加入新的 IPv6 组播组。该特性的典型应用就是频道切换。

用户切换频道时，就是离开一个 IPv6 组播组并加入到新的 IPv6 组播组。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配置只对动态组播组有效，对静态组播组无效。 

当设备上维护的 MLD Snooping转发表项达到配置的 MLD Snooping转发表项的全局 大数量并且

端口新加入的 IPv6 组播组不在设备维护的 IPv6 组播组列表中时，IPv6 组播组替换功能不能生效。 

3. 全局配置IPv6 组播组替换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全局开启 IPv6 组播组替换功能。 
overflow-replace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IPv6 组播组替换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在端口上配置IPv6 组播组替换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在端口上开启 IPv6 组播组替换功能。 
mld-snooping overflow-replace [ vlan vlan-list ] 

缺省情况下，IPv6 组播组替换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1.7  配置MLD Snooping主机跟踪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过开启 MLD Snooping 主机跟踪功能，可以使二层设备能够记录正在接收 IPv6 组播数据的成员

主机信息（包括主机的 IPv6 地址、加入 IPv6 组播组的运行时长和超时剩余时间等），以便于网络

管理员对这些主机进行监控和管理。 

2. 全局配置MLD Snooping主机跟踪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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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3) 全局开启 MLD Snooping 主机跟踪功能。 
host-tracking 

缺省情况下，MLD Snooping 主机跟踪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在VLAN内配置MLD Snooping主机跟踪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在 VLAN 内开启 MLD Snooping 主机跟踪功能。 
mld-snooping host-tracking 

缺省情况下，MLD Snooping 主机跟踪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1.8  配置IPv6 组播用户控制策略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 IPv6 组播用户控制策略，设备可以对 IPv6 组播用户发送的 MLD 成员关系报文和 MLD 离

开报文进行过滤，从而使设备只对策略所许可的 IPv6 组播组维护组播成员关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User-Profile 视图。 
user-profile profile-name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User Profile”。 

(3) 配置 IPv6 组播用户控制策略。 
mld-snooping access-policy ipv6-acl-number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 IPv6 组播用户控制策略，即用户可以加入/离开任意合法的 IPv6 组播组 

1.12  配置设备发送的MLD协议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 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设备

发送的 MLD 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LD Snooping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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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snooping 

(3) 配置设备发送的 MLD 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设备发送的 MLD 协议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48。 

1.13  MLD Snooping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MLD Snooping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MLD Snooping 的信息。 

表1-2 MLD Snooping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Pv6二层组播快速转发表信息 
display ipv6 l2-multicast fast-forwarding cache [ vlan 
vlan-id ] [ ipv6-source-address | ipv6-group-address ]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二层组播的IP组播组信息 
display ipv6 l2-multicast ip [ group 
ipv6-group-address | source ipv6-source-address ] *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二层组播的IP转发表信息 
display ipv6 l2-multicast ip forwarding [ group 
ipv6-group-address | source ipv6-source-address ] *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二层组播的MAC组播组信息 display ipv6 l2-multicast mac [ mac-address ]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二层组播的MAC转发表信息 display ipv6 l2-multicast mac forwarding 
[ mac-address ]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静态组播MAC地址表信息 display mac-address [ mac-address [ vlan vlan-id ] | 
[ multicast ] [ vlan vlan-id ] [ count ] ] 

显示MLD Snooping的状态信息 display mld-snooping [ global | vlan vlan-id ] 

显示动态MLD Snooping IPv6组播组的

信息 

display mld-snooping group [ ipv6-group-address | 
ipv6-source-address ] * [ vlan vlan-id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  

显示MLD Snooping 主机跟踪信息 
display mld-snooping host-tracking vlan vlan-id group 
ipv6-group-address [ source ipv6-source-address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动态路由器端口的信息 display mld-snooping router-port [ vlan vlan-id ]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静态MLD Snooping IPv6组播组的

信息 

display mld-snooping static-group [ ipv6-group-address 
| ipv6-source-address ] * [ vlan vlan-id ]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静态路由器端口的信息 display mld-snooping static-router-port [ vlan 
vlan-id ]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MLD Snooping监听到的MLD报文

和IPv6 PIM hello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mld-snooping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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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清除IPv6二层组播快速转发表中的转

发项 

reset ipv6 l2-multicast fast-forwarding cache [ vlan 
vlan-id ] { { ipv6-source-address | 
ipv6-group-address } * | all }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动态MLD Snooping IPv6组播组的

信息 
reset mld-snooping group { ipv6-group-address 
[ ipv6-source-address ] | all } [ vlan vlan-id ] 

清除IPv6动态路由器端口的信息 reset mld-snooping router-port { all | vlan vlan-id } 

清除MLD Snooping监听到的MLD报文

和IPv6 PIM hello报文的统计信息 
reset mld-snooping statistics 

 

1.14  MLD Snooping典型配置举例 

1.14.1  基于VLAN的IPv6 组策略及模拟主机加入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 图 1-4 所示，Router A通过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连接IPv6 组播源（Source），通过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连接Switch A；Router A上运行MLDv1，Switch A上运行版本 1 的

MLD Snooping，并由Router A充当MLD查询器。 

• 通过配置，使 Host A和Host B能且只能接收发往 IPv6组播组 FF1E::101的 IPv6组播数据，

并且当 Host A 和 Host B 发生意外而临时中断接收 IPv6 组播数据时，发往 IPv6 组播组

FF1E::101 的 IPv6 组播数据也能不间断地通过 Switch A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 和

GigabitEthernet1/0/4 转发出去；同时，使 Switch A 将收到的未知 IPv6 组播数据直接丢弃，

避免在其所属的 VLAN 100 内广播。 

2. 组网图 

图1-4 基于 VLAN 的 IPv6 组策略及模拟主机加入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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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 IPv6 地址 

请按照 图 1-4 配置各接口的IPv6 地址和前缀长度，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Router A 

# 使能 IPv6 组播路由，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使能 IPv6 PIM-DM，并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使能 MLD。 
<RouterA> system-view 

[RouterA] ipv6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A-mrib6]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mld enable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ipv6 pim d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Switch A 

#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mld-snooping 

[SwitchA-mld-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4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并开启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SwitchA] vlan 100 

[SwitchA-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A-vlan100]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A-vlan100] mld-snooping drop-unknown 

[SwitchA-vlan100] quit 

# 配置 IPv6 组播组过滤器，以限定 VLAN 100 内的主机只能加入 IPv6 组播组 FF1E::101。 
[SwitchA] acl ipv6 basic 2001 

[SwitchA-acl-ipv6-basic-2001] rule permit source ff1e::101 128 

[SwitchA-acl-ipv6-basic-2001] quit 

[SwitchA] mld-snooping 

[SwitchA–mld-snooping] group-policy 2001 vlan 100 

[SwitchA–mld-snooping] quit 

# 在 GigabitEthernet1/0/3 和 GigabitEthernet1/0/4 上分别配置模拟主机加入 IPv6 组播组

FF1E::101。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mld-snooping host-join ff1e::101 vlan 100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4] mld-snooping host-join ff1e::101 vlan 100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4]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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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 

假设 IPv6组播源分别向 IPv6组播组FF1E::101和FF1E::202发送的 IPv6组播数据，Host A和Host 
B 也都申请加入这两个 IPv6 组播组。 

# 显示 Switch A 上 VLAN 100 内动态 MLD Snooping IPv6 组播组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mld-snooping group 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 FF1E::101) 

    Host ports (2 in total): 

      GE1/0/3                             (00:03:23) 

      GE1/0/4                             (00:04:10) 

由此可见，Host A和Host B所在的端口GigabitEthernet1/0/4和GigabitEthernet1/0/3均已加入 IPv6
组播组 FF1E::101，但都未加入 IPv6 组播组 FF1E::202，这表明 IPv6 组播组过滤器已生效。 

1.14.2  基于VLAN的静态端口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 图 1-5 所示，Router A通过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连接IPv6 组播源（Source），通过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连接Switch A；Router A上运行MLDv1，Switch A、Switch B和
Switch C上运行版本 1 的MLD Snooping，并由Router A充当MLD查询器。 

• Host A 和 Host C 均为 IPv6 组播组 FF1E::101 的固定接收者（Receiver），通过将 Switch C
上的端口GigabitEthernet1/0/3和GigabitEthernet1/0/5配置为 IPv6组播组 FF1E::101的静态

成员端口，可以增强 IPv6 组播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可靠性。 

• 假设由于受 STP 等链路层协议的影响，为了避免出现环路，Switch A—Switch C 的转发路径

在正常情况下是阻断的，IPv6 组播数据只能通过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 的路径传递

给连接在 Switch C 上的接收者；要求通过将 Switch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为静

态路由器端口，以保证当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 的路径出现阻断时，IPv6 组播数据

可以几乎不间断地通过 Switch A—Switch C 的新路径传递给接收者。 

 

如果没有配置静态路由器端口，那么当Switch A—Switch B—Switch C的路径出现阻断时，至少需

要等待一个 MLD 查询和响应周期完成后，IPv6 组播数据才能通过 Switch A—Switch C 的新路径传

递给接收者，IPv6 组播数据的传输在这个过程中将中断。 

有关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生成树协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

置指导”中的“生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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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5 基于 VLAN 的静态端口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IPv6 地址 

请按照 图 1-5 配置各接口的IPv6 地址和前缀长度，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Router A 

# 使能 IPv6 组播路由，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使能 IPv6 PIM-DM，并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使能 MLD。 
<RouterA> system-view 

[RouterA] ipv6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A-mrib6]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mld enable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ipv6 pim d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Switch A 

#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mld-snooping 

[SwitchA-mld-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3添加到该VLAN中，

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SwitchA] vla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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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A-vlan100]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A-vlan100] quit 

# 把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为静态路由器端口。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mld-snooping static-router-port vlan 100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4) 配置 Switch B 

#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mld-snooping 

[SwitchB-mld-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添加到该VLAN中，

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SwitchB] vlan 100 

[SwitchB-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vlan100]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100] quit 

(5) 配置 Switch C 

#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mld-snooping 

[SwitchC-mld-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5添加到该VLAN中，

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SwitchC] vlan 100 

[SwitchC-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C-vlan100]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C-vlan100]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和 GigabitEthernet1/0/5 上配置静态加入 IPv6 组播组

FF1E::101。 
[Switch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C-GigabitEthernet1/0/3] mld-snooping static-group ff1e::101 vlan 100 

[SwitchC-GigabitEthernet1/0/3] quit 

[Switch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C-GigabitEthernet1/0/5] mld-snooping static-group ff1e::101 vlan 100 

[SwitchC-GigabitEthernet1/0/5]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上 VLAN 100 内静态路由器端口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mld-snooping static-router-port vlan 100 

VLAN 100: 

  Router ports (1 in total): 

    GE1/0/3 

由此可见，Switch A 上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已经成为了静态路由器端口。 

# 显示 Switch C 上 VLAN 100 内静态 MLD Snooping IPv6 组播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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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 display mld-snooping static-group 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 FF1E::101) 

    Host ports (2 in total): 

      GE1/0/3 

      GE1/0/5 

由此可见，Switch C 上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和 GigabitEthernet1/0/5 已经成为了 IPv6 组播

组 FF1E::101 的静态成员端口。 

1.14.3  基于VLAN的MLD Snooping查询器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图 1-6 所示，在一个没有三层设备的纯二层网络环境中，IPv6 组播源Source 1 和Source 2
分别向IPv6 组播组FF1E::101 和FF1E::102 发送IPv6 组播数据，Host A和Host C是IPv6 组播

组FF1E::101 的接收者（Receiver），Host B和Host D则是IPv6 组播组FF1E::102 的接收者；

所有接收者均使用MLDv1，所有交换机上都运行版本 1 的MLD Snooping，并选择距IPv6 组

播源较近的Switch A来充当MLD Snooping查询器。 

• 为防止交换机在没有二层 IPv6 组播转发表项时将 IPv6 组播数据在 VLAN 内广播，在所有交

换机上都开启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2. 组网图 

图1-6 基于 VLAN 的 MLD Snooping 查询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 
<SwitchA>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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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mld-snooping 

[SwitchA-mld-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3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并开启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SwitchA] vlan 100 

[SwitchA-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A-vlan100]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A-vlan100] mld-snooping drop-unknown 

# 在 VLAN 100 内使能 MLD Snooping 查询器。 
[SwitchA-vlan100] mld-snooping querier 

[SwitchA-vlan100] quit 

(2) 配置 Switch B 

#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mld-snooping 

[SwitchB-mld-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4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并开启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SwitchB] vlan 100 

[SwitchB-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B-vlan100]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100] mld-snooping drop-unknown 

[SwitchB-vlan100] quit 

(3) 配置 Switch C 

#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mld-snooping 

[SwitchC-mld-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3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并开启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SwitchC] vlan 100 

[SwitchC-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C-vlan100]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C-vlan100] mld-snooping drop-unknown 

[SwitchC-vlan100] quit 

(4) 配置 Switch D 

#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mld-snooping 

[SwitchD-mld-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2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并开启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功能。 
[SwitchD] vlan 100 

[SwitchD-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D-vlan100] mld-snoopin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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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D-vlan100] mld-snooping drop-unknown 

[SwitchD-vlan100] quit 

4. 验证配置 

当 MLD Snooping 查询器开始工作之后，除查询器以外的所有交换机都能收到 MLD 普遍组查询报

文。 

# 显示 Switch B 上收到的 MLD 报文和 IPv6 PIM hello 报文的统计信息。 
[SwitchB] display mld-snooping statistics 

Received MLD general queries:  3 

Received MLDv1 specific queries:  0 

Received MLDv1 reports:  12 

Received MLD dones:  0 

Sent     MLDv1 specific queries:  0 

Received MLDv2 reports:  0 

Received MLDv2 reports with right and wrong records:  0 

Received MLDv2 specific queries:  0 

Received MLDv2 specific sg queries:  0 

Sent     MLDv2 specific queries:  0 

Sent     MLDv2 specific sg queries:  0 

Received IPv6 PIM hello:  0 

Received error MLD messages:  0 

1.14.4  基于VLAN的MLD Snooping Proxy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 图 1-7 所示，Router A通过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连接IPv6 组播源（Source），通过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连接Switch A；Router A上运行MLDv1，Switch A上运行版本 1 的

MLD Snooping，并由Router A充当MLD查询器。 

• 通过配置，使 Switch A 能够代理下游主机向 Router A 发送的 MLD 报告报文和离开报文，以

及响应 Router A 发来的 MLD 查询报文并向下游主机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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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7 基于 VLAN 的 MLD Snooping Proxy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IPv6 地址 

使能各设备的 IPv6 转发功能，并按照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和前缀长度，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Router A 

# 使能 IPv6 组播路由，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使能 IPv6 PIM-DM，并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使能 MLD。 
<RouterA> system-view 

[RouterA] ipv6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A-mrib6]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mld enable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ipv6 pim d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ipv6 pim d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Switch A 

#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mld-snooping 

[SwitchA-mld-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4添加到该VLAN中；

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并使能 MLD Snooping Proxy。 
[SwitchA] vlan 100 

[SwitchA-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A-vlan100] mld-snoopin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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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100] mld-snooping proxy enable 

[SwitchA-vlan100] quit 

4. 验证配置 

当配置完成后，Host A 和 Host B 分别发送组地址为 FF1E::101 的 MLD 加入报文，Switch A 收到

该报文后通过其路由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向 Router A 也发送该组的加入报文。通过使用

display mld-snooping group 和 display mld group 命令可以分别查看 MLD Snooping
组和 MLD 组的信息，例如： 

# 查看 Switch A 上 MLD Snooping IPv6 组播组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mld-snooping group 

 Total 1 entries. 

 

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 FF1E::101) 

    Host ports (2 in total): 

      GE1/0/3                                     (00:04:09) 

      GE1/0/4                                     (00:03:06) 

# 查看 Router A 上 MLD 组的信息。 
[RouterA] display mld group 

MLD groups in total: 1 

 GigabitEthernet1/0/1(2001::1): 

  MLD groups reported in total: 1 

   Group address: FF1E::101 

    Last reporter: FE80::2FF:FFFF:FE00:1 

    Uptime: 00:00:31 

    Expires: 00:03:48 

当 Host A 离开 IPv6 组播组 FF1E::101 时，向 Switch A 发送该组的 MLD 离开报文，但由于 Host B
仍未离开该组，因此 Switch A 并不会删除该组，也不会向 Router A 发送该组的离开报文，只是在

该组对应转发表项的成员端口列表中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删除。通过使用 display 

mld-snooping group 命令可以查看 MLD Snooping 组的信息，例如： 

# 查看 Switch A 上 MLD Snooping IPv6 组播组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mld-snooping group 

Total 1 entries. 

 

VLAN 100: Total 1 entries. 

  (::, FF1E::101) 

    Host ports (1 in total): 

      GE1/0/3                                     (00:01:23) 

1.15  MLD Snooping常见故障处理 

1.15.1  二层设备不能实现二层组播 

1. 故障现象 

二层设备不能实现 MLD snooping 二层组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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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分析 

MLD Snooping 没有使能。 

3. 处理过程 

(1) 使用 display mld-snooping 命令查看 MLD Snooping 的运行状态。 

(2) 如果是没有使能 MLD Snooping，则需先在系统视图下使用 mld-snooping命令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特性，然后在 VLAN 视图下使用 mld-snooping enable 命令使能 VLAN
内的 MLD Snooping。 

(3) 如果只是没有在相应 VLAN 下使能 MLD Snooping，则只需在 VLAN 视图下使用

mld-snooping enable 命令使能 VLAN 内的 MLD Snooping。 

1.15.2  配置的IPv6 组播组策略不生效 

1. 故障现象 

配置了 IPv6 组播组策略，只允许主机加入某些特定的 IPv6 组播组，但主机仍然可以收到发往其它

IPv6 组播组的 IPv6 组播数据。 

2. 故障分析 

• IPv6 ACL 规则配置不正确； 

• IPv6 组播组策略应用不正确； 

• 没有开启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的功能，使得属于过滤策略之外的 IPv6 组播数据报文

（即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被广播。 

3. 处理过程 

(1) 使用 display acl ipv6 命令查看所配置的 IPv6 ACL 规则，检查其是否与所要实现的 IPv6
组播组过滤策略相符合。 

(2) 在 MLD-Snooping 视图或相应的接口视图下使用 display this命令查看是否应用了正确的

IPv6 组播组策略。如果没有，则使用 group-policy 或 mld-snooping group-policy

命令应用正确的 IPv6 组播组策略。 

(3) 使用 display mld-snooping 命令查看是否已开启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报文的功能。

如果没有开启，则使用 mld-snooping drop-unknown 命令开启丢弃未知 IPv6 组播数据

报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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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v6 PIM Snooping 
1.1  IPv6 PIM Snooping简介 

IPv6 PIM Snooping（IPv6 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 Snooping，IPv6 协议无关组播窥探）运

行在二层设备上，通过与 MLD Snooping 配合来对收到的 IPv6 PIM 协议报文进行分析，将有接收

需求的端口添加到 IPv6 PIM Snooping 路由表的相应表项中，以实现 IPv6 组播报文的精确转发。 

图1-1 二层设备运行 IPv6 PIM Snooping 前后的对比 

 
 

如 图 1-1 所示，IPv6 组播源Source 1 和Source 2 分别向IPv6 组播组G1 和G2 发送IPv6 组播数据，

而Receiver 1 和Receiver 2 则分别是G1 和G2 的接收者，二层设备上连接各IPv6 PIM路由器的端口

都属于同一个VLAN： 

• 当二层设备只运行 MLD Snooping 时，它通过监听 IPv6 PIM 路由器发出的 IPv6 PIM Hello 报

文来维护路由器端口，将 IPv6组播数据报文向VLAN内的所有路由器端口转发，而将除 IPv6 

IPv6 multicast packet transmission
when MLD snooping runs only

IPv6 multicast packet transmission when
MLD snooping and IPv6 PIM snooping both run

Source 1 Source 2

Receiver 1 Receiver 2

IPv6 multicast packets (S1, G1) Join message (S1, G1)

Layer 2 device

Source 1 Source 2

Receiver 1 Receiver 2

Layer 2 device

IPv6 multicast packets (S2, G2) Join message (S2, G2)

IPv6 PIM
device C

IPv6 PIM
device A

IPv6 PIM
device B

IPv6 PIM
device D

IPv6 PIM
device C

IPv6 PIM
device A

IPv6 PIM
device B

IPv6 PIM
devic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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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 Hello 报文外的其它 IPv6 PIM 协议报文在 VLAN 内广播。因此，无论 IPv6 PIM 路由器是

否有接收需求，都会收到所有的 IPv6 PIM 协议报文和 IPv6 组播数据报文。 

• 当二层设备同时运行了 MLD Snooping 和 IPv6 PIM Snooping 时，它通过监听 IPv6 PIM 路由

器发出的 IPv6 PIM 协议报文来了解其接收需求，将有接收需求的 IPv6 PIM 路由器所在的端

口添加到 IPv6 PIM Snooping 路由表的相应表项中，使 IPv6 PIM 协议报文和 IPv6 组播数据

报文能够被精确转发给有接收需求的 IPv6 PIM 路由器，从而节约了网络带宽。 

 

有关 MLD Snooping 和路由器端口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P 组播配置指导”中的“MLD 
Snooping”。 

 

1.2  IPv6 PIM Snooping配置限制和指导 

IPv6 PIM Snooping 功能在 Secondary VLAN 中不会生效，因此不建议在 Secondary VLAN 中配置

此功能。有关 Secondary VLAN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Private 
VLAN”。 

在 VLAN 内使能了 IPv6 PIM Snooping 之后，IPv6 PIM Snooping 功能只在属于该 VLAN 的端口上

生效。 

1.3  IPv6 PIM Snooping配置任务简介 

IPv6 PIM Snooping 配置任务如下： 

(1) 使能IPv6 PIM Snooping 

(2) （可选）配置主从倒换后IPv6 PIM Snooping全局端口的老化时间 

 配置全局邻居端口的老化时间 

 配置全局下游端口和全局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 

1.4  使能IPv6 PIM Snooping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并进入 MLD-Snooping 视图。 
mld-snooping 

缺省情况下，MLD Snooping 处于关闭状态。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P 组播命令参考”中的“MLD Snooping”。 

(3)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5)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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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d-snoop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VLAN 内的 MLD Snooping 处于关闭状态。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P 组播命令参考”中的“MLD Snooping”。 

(6) VLAN 内使能 IPv6 PIM Snooping。 
ipv6 pim-snoop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VLAN 内的 IPv6 PIM Snooping 处于关闭状态。 

1.5  配置主从倒换后IPv6 PIM Snooping全局端口的老化时间 

1.5.1  功能简介 

全局端口指的是主设备的虚拟端口，包括二层聚合接口等。由全局端口担任的邻居端口、下游端口

和路由器端口分别称为全局邻居端口、全局下游端口和全局路由器端口。 

为了使 IPv6 PIM Snooping 在主从倒换后不会因表项老化而影响二层数据转发，可以手动配置倒换

后的全局端口老化时间。 

1.5.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主从倒换后的全局邻居端口收到 IPv6 PIM Hello 报文时，手动配置的全局邻居端口的老化时间将

失效，以 IPv6 PIM Hello 报文里的老化时间为准。 

当主从倒换后的全局路由器端口和全局下游端口收到 IPv6 PIM 加入报文时，手动配置的全局路由

器端口和全局下游端口的老化时间将失效，以 IPv6 PIM 加入报文里的老化时间为准。 

1.5.1  配置全局邻居端口的老化时间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主从倒换后 IPv6 PIM Snooping 全局邻居端口的老化时间。 

ipv6 pim-snooping graceful-restart neighbor-aging-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主从倒换后 IPv6 PIM Snooping 全局邻居端口老化时间为 105 秒。 

1.5.2  配置全局下游端口和全局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主从倒换后 IPv6 PIM Snooping 全局下游端口和全局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 

ipv6 pim-snooping graceful-restart join-aging-time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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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主从倒换后 IPv6 PIM Snooping 全局下游端口和全局路由器端口的老化时间为

210 秒。 

1.6  IPv6 PIM Snooping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Pv6 PIM Snooping 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IPv6 PIM Snooping 的统计信息。 

表1-1 IPv6 PIM Snooping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Pv6 PIM Snooping的邻居信息 display ipv6 pim-snooping neighbor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 verbose ] 

显示IPv6 PIM Snooping的路由器端口

信息 
display ipv6 pim-snooping router-port [ vlan vlan-id ] 
[ slot slot-number ] [ verbose ] 

显示IPv6 PIM Snooping路由表的信息 display ipv6 pim-snooping routing-table [ vlan 
vlan-id ] [slot slot-number ] [ verbose ] 

显示IPv6 PIM Snooping监听到的PIM
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pim-snooping statistics 

清除IPv6 PIM Snooping监听到的PIM
报文的统计信息 

reset ipv6 pim-snooping statistics 

 

1.7  IPv6 PIM Snooping典型配置举例 

1.7.1  IPv6 PIM Snooping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 图 1-2 所示，网络中运行OSPFv3 协议，Router A和Router B各自的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分别连接IPv6 组播源Source 1 和Source 2；Router C和Router D各自的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分别连接接收者Receiver 1 和Receiver 2；Router A、Router B、
Router C和Router D各自的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都通过Switch A互连。 

• Source 1 和 Source 2 分别通过 IPv6 组播组 FF1E::101 和 FF2E::101 发送 IPv6 组播数据，

Receiver 1 和 Receiver 2 则分别接收来自 IPv6 组播组 FF1E::101 和 FF2E::101 的 IPv6 组播

数据；Router C 和 Router D 各自的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上都运行 MLD，Router A、
Router B、Router C 和 Router D 上都运行 IPv6 PIM-SM，并由 Router A 的

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充当 C-BSR 和 C-RP。 

• 通过在 Switch A 上配置 MLD Snooping 和 IPv6 PIM Snooping，使 Switch A 将 IPv6 PIM 协

议报文和 IPv6 组播数据报文只转发给有接收需求的路由器。 

• 在所有与 Switch A 相连的 IPv6 PIM 设备上配置加入/剪枝报文的最大长度为 1400 字节，小于

IPv6 路径 M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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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2 IPv6 PIM Snooping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IPv6 地址和 IPv6 单播路由协议 

请按照 图 1-2 配置各接口的IPv6 地址和前缀长度，并在各路由器上配置OSPFv3 协议，具体

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Router A 

# 使能 IPv6组播路由，在各接口上使能 IPv6 PIM-SM，设置加入/剪枝报文的最大长度，并配

置 C-BSR 和 C-RP。 
<RouterA> system-view 

[RouterA] ipv6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A-mrib6]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ipv6 pim s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ipv6 pim sm 

[Router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RouterA] ipv6 pim 

[RouterA-pim6] jp-pkt-size 1400 

[RouterA-pim6] c-bsr 1001::1 

[RouterA-pim6] c-rp 1001::1 

[RouterA-pim6] quit 

(3) 配置 Router B 

# 使能 IPv6 组播路由，在各接口上使能 IPv6 PIM-SM，并设置加入/剪枝报文的最大长度。 
<RouterB> system-view 

[RouterB] ipv6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B-mrib6] quit 

[Router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1-6 

[RouterB-GigabitEthernet1/0/1] ipv6 pim sm 

[Router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B-GigabitEthernet1/0/2] ipv6 pim sm 

[Router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RouterB] ipv6 pim 

[RouterB-pim6] jp-pkt-size 1400 

(4) 配置 Router C 

# 使能 IPv6 组播路由，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使能 IPv6 PIM-SM，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使能 MLD，并设置加入/剪枝报文的最大长度。 
<RouterC> system-view 

[RouterC] ipv6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C-mrib6] quit 

[Router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C-GigabitEthernet1/0/1] mld enable 

[Router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C-GigabitEthernet1/0/2] ipv6 pim sm 

[Router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RouterC] ipv6 pim 

[RouterC-pim6] jp-pkt-size 1400 

(5) 配置 Router D 

# 使能 IPv6 组播路由，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使能 IPv6 PIM-SM，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使能 MLD，并设置加入/剪枝报文的最大长度。 
<RouterD> system-view 

[RouterD] ipv6 multicast routing 

[RouterD-mrib6] quit 

[Router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RouterD-GigabitEthernet1/0/1] mld enable 

[Router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Router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RouterD-GigabitEthernet1/0/2] ipv6 pim sm 

[Router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RouterD] ipv6 pim 

[RouterD-pim6] jp-pkt-size 1400 

(6) 配置 Switch A 

#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mld-snooping 

[SwitchA-mld-snooping] quit 

# 创建VLAN 100，把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到GigabitEthernet1/0/4添加到该VLAN中，

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和 IPv6 PIM Snooping。 
[SwitchA] vlan 100 

[SwitchA-vlan10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to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A-vlan100]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A-vlan100] ipv6 pim-snooping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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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100]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上 VLAN 100 内 IPv6 PIM Snooping 的邻居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v6 pim-snooping neighbor vlan 100 

Total 4 neighbors. 

 

VLAN 100: Total 4 neighbors. 

  FE80::1 

    Ports (1 in total): 

      GE1/0/1                 (00:32:43) 

  FE80::2 

    Ports (1 in total): 

      GE1/0/2                 (00:32:43) 

  FE80::3 

    Ports (1 in total): 

      GE1/0/3                 (00:32:43) 

  FE80::4 

    Ports (1 in total): 

      GE1/0/4                 (00:32:43) 

由此可见，Router A、Router B、Router C 和 Router D 之间都建立起了 IPv6 PIM Snooping 邻居

关系。 

# 显示 Switch A 上 VLAN 100 内 IPv6 PIM Snooping 路由表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ipv6 pim-snooping routing-table vlan 100 

Total 2 entries. 

FSM flag: NI-no info, J-join, PP-prune pending 

 

VLAN 100: Total 2 entries. 

  (*, FF1E::101) 

    Upstream neighbor: FE80::1 

      Upstream ports (1 in total): 

        GE1/0/1 

      Downstream ports (1 in total): 

        GE1/0/3 

          Expires: 00:03:01, FSM: J 

  (*, FF2E::101) 

    Upstream neighbor: FE80::2 

      Upstream ports (1 in total): 

        GE1/0/2 

      Downstream ports (1 in total): 

        GE1/0/4 

          Expires: 00:03:01, FSM: J 

由此可见，Switch A 将向 Router C 转发 IPv6 组播组 FF1E::101 的 IPv6 组播数据，向 Router D 转

发 IPv6 组播组 FF2E::101 的 IPv6 组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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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Pv6 PIM Snooping常见故障处理 

1.8.1  二层设备不能实现IPv6 PIM Snooping功能 

1. 故障现象 

二层设备不能实现 IPv6 PIM Snooping 功能。 

2. 故障分析 

MLD Snooping 或 IPv6 PIM Snooping 没有使能。 

3. 处理过程 

(1) 使用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命令查看 MLD Snooping 和 IPv6 PIM Snooping
的运行状态。 

(2) 如果没有使能 MLD Snooping，请先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然后分别使能 VLAN 内的

MLD Snooping 和 IPv6 PIM Snooping。 

(3) 如果没有使能 IPv6 PIM Snooping，请使能 VLAN 内的 IPv6 PIM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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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v6 组播VLAN 

1.1  IPv6组播VLAN作用 

如 图 1-1 所示，在传统的IPv6 组播点播方式下，当属于不同VLAN的主机Host A、Host B和Host C
同时点播同一IPv6 组播组时，三层设备（Switch A）需要将IPv6 组播数据为每个用户VLAN（即主

机所属的VLAN）都复制一份后发送给二层设备（Switch B）。这样既造成了带宽的浪费，也给三层

设备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图1-1 未运行 IPv6 组播 VLAN 时的 IPv6 组播数据传输 

 
 

可以使用 IPv6 组播 VLAN 功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二层设备上配置了 IPv6 组播 VLAN 后，三层设备

只需将 IPv6 组播数据通过 IPv6 组播 VLAN 向二层设备发送一份即可，而不必为每个用户 VLAN 都

复制一份，从而节省了网络带宽，也减轻了三层设备的负担。 

1.2  IPv6组播VLAN实现方式 

IPv6 组播 VLAN 有基于子 VLAN 和基于端口两种实现和配置方式。 

1.2.1  基于子VLAN的IPv6 组播VLAN 

如 图 1-2 所示，接收者主机Host A、Host B和Host C分属不同的用户VLAN。在Switch B上配置VLAN 
10 为IPv6 组播VLAN，将所有的用户VLAN都配置为该IPv6 组播VLAN的子VLAN，并在IPv6 组播

VLAN及其子VLAN内都使能MLD Snooping。 

Source

Receiver
Host A

 IPv6 Multicast packets VLAN 2

VLAN 3

VLAN 4

VLAN 2

VLAN 3

VLAN 4

Switch B

Receiver
Host B

Receiver
Host C

Switch A
MLD que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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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基于子 VLAN 的 IPv6 组播 VLAN 示意图 

 
 

配置完成后，MLD Snooping 将在 IPv6 组播 VLAN 中对路由器端口进行维护，而在各子 VLAN 中

对成员端口进行维护。这样，Switch A 只需将 IPv6 组播数据通过 IPv6 组播 VLAN 向 Switch B 发

送一份即可，Switch B 会将其复制分发给该 IPv6 组播 VLAN 内那些有接收者的子 VLAN。 

1.2.2  基于端口的IPv6 组播VLAN 

如 图 1-3 所示，接收者主机Host A、Host B和Host C分属不同的用户VLAN，Switch B上的所有用

户端口（即连接主机的端口）均为Hybrid类型。在Switch A上配置VLAN 10 为IPv6 组播VLAN，将

所有用户端口都添加到该IPv6 组播VLAN内，并在IPv6 组播VLAN和所有用户VLAN内都使能MLD 
Snooping。 

图1-3 基于端口的 IPv6 组播 VLAN 示意图 

 
 

配置完成后，当 Switch B 上的用户端口收到来自主机的 MLD 报文时，会为其打上 IPv6 组播 VLAN
的 Tag 并上送给 MLD 查询器，于是 MLD Snooping 就可以在 IPv6 组播 VLAN 中对路由器端口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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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端口进行统一的维护。这样，Switch A 只需将 IPv6 组播数据通过 IPv6 组播 VLAN 向 Switch B
发送一份即可，Switch B 会将其复制分发给该 IPv6 组播 VLAN 内的所有成员端口。 

1.3  IPv6组播VLAN配置限制和指导 

要配置为 IPv6 组播 VLAN 的指定 VLAN 必须存在。 

若在设备上同时配置了基于子 VLAN和基于端口的 IPv6组播 VLAN，则基于端口的 IPv6组播 VLAN
将优先生效。 

IPv6 组播 VLAN 功能在 Secondary VLAN 中不会生效，因此不建议在 Secondary VLAN 中配置此

功能。有关 Secondary VLAN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Private 
VLAN”。 

1.4  配置基于子VLAN的IPv6组播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要添加到 IPv6组播VLAN内的子VLAN必须存在，且不能是 IPv6组播VLAN或其它 IPv6组播VLAN
的子 VLAN。 

2. 配置准备 

在配置基于子 VLAN 的 IPv6 组播 VLAN 之前，需完成以下任务： 

• 创建相应的 VLAN 

• 在欲配置为 IPv6 组播 VLAN 及其子 VLAN 的所有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指定 VLAN 为 IPv6 组播 VLAN，并进入 IPv6 组播 VLAN 视图。 
ipv6 multicast-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VLAN 不是 IPv6 组播 VLAN。 

(3) 向 IPv6 组播 VLAN 内添加子 VLAN。 
subvlan vlan-list 

1.5  配置基于端口的IPv6组播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既可以在 IPv6 组播 VLAN 内添加端口，也可以在端口上指定其所属的 IPv6 组播 VLAN——这两种

配置方式是等效的。 

一个端口只能属于一个 IPv6 组播 VLAN。 

2. 配置准备 

在配置基于端口的 IPv6 组播 VLAN 之前，需完成以下任务： 

• 创建相应的 VLAN 

• 在欲配置为 IPv6 组播 VLAN 的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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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用户 VLAN 内都使能 MLD Snooping 

• 配置用户端口属性，保证当二层设备通过 IPv6组播VLAN收到来自上游、打有 IPv6组播VLAN 
Tag 的 IPv6 组播数据报文时，会将其 Tag 去掉后再向下游转发。有关配置用户端口属性的详

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VLAN”。 

3. 在IPv6 组播VLAN内配置IPv6 组播VLAN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指定 VLAN 为 IPv6 组播 VLAN，并进入 IPv6 组播 VLAN 视图。 
ipv6 multicast-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VLAN 不是 IPv6 组播 VLAN。 

(3) 向 IPv6 组播 VLAN 内添加端口。 
port interface-list 

4. 在端口上配置IPv6 组播VLAN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指定 VLAN 为 IPv6 组播 VLAN，并进入 IPv6 组播 VLAN 视图。 
ipv6 multicast-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VLAN 不是 IPv6 组播 VLAN。 

(3)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进入二层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5) 指定端口所属的 IPv6 组播 VLAN。 
ipv6 port multicast-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端口不属于任何 IPv6 组播 VLAN。 

1.6  配置IPv6组播VLAN转发表项的最大数量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调整 IPv6 组播 VLAN 转发表项的最大数量，当所有 IPv6 组播 VLAN 内维护的表项总数达

到最大数量后，将不再创建新的表项，直至有表项被老化或被手工删除。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Pv6 组播 VLAN 转发表项的最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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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multicast-vlan entry-limit limit 

缺省情况下，组播 VLAN 转发表项的最大数量为 250。 

1.7  IPv6组播VLAN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Pv6组播VLAN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IPv6 组播 VLAN 的统计信息。 

表1-1 IPv6 组播 VLAN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Pv6组播VLAN的信息 display ipv6 multicast-vlan [ vlan-id ] 

显示IPv6组播VLAN转发表的信

息 

display ipv6 multicast-vlan forwarding-table 
[ ipv6-source-address [ prefix-length ] | 
ipv6-group-address [ prefix-length ] | slot slot-number | 
subvlan vlan-id | vlan vlan-id ] * 

显示IPv6组播VLAN的组播组表

项信息 

display ipv6 multicast-vlan group [ ipv6-source-address | 
ipv6-group-address | slot slot-number | verbose | vlan 
vlan-id ] * 

清除IPv6组播VLAN的组播组表

项 

reset ipv6 multicast-vlan group [ ipv6-group-address 
[ prefix-length ] | ipv6-source-address [ prefix-length ] | 
vlan vlan-id ] * 

 

1.8  IPv6组播VLAN典型配置举例 

1.8.1  基于子VLAN的IPv6 组播VLAN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图 1-4 所示，三层交换机Switch A通过接口VLAN-interface20 连接IPv6 组播源（Source），
通过接口VLAN-interface10 连接二层交换机Switch B；Switch A上运行MLDv1，Switch B上
运行版本 1 的MLD Snooping，并由Switch A充当MLD查询器。 

• IPv6 组播源向 IPv6 组播组 FF1E::101 发送 IPv6 组播数据，Host A～Host C 都是该 IPv6 组

播组的接收者（Receiver），且分别属于 VLAN 2～VLAN 4。 

• 通过在 Switch B 上配置基于子 VLAN 的 IPv6 组播 VLAN，Switch A 通过 IPv6 组播 VLAN 向

Switch B 下分属不同用户 VLAN 的主机分发 IPv6 组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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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4 基于子 VLAN 的 IPv6 组播 VLAN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使能 IPv6 组播路由。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v6 multicast routing 

[SwitchA-mrib6] quit 

# 创建 VLAN 20，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该 VLAN。 
[SwitchA] vlan 20 

[SwitchA-vlan2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A-vlan20]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20 上配置 IPv6 地址，并使能 IPv6 PIM-DM。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v6 address 1::2 64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v6 pim dm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 创建 VLAN 10，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Hybrid 端口，并允许 VLAN 10 的报文带

Tag 通过。 
[SwitchA] vlan 10 

[SwitchA-vlan10] quit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10 tagged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 上配置 IPv6 地址，并使能 MLD。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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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v6 address 2001::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10] mld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2) 配置 Switch B 

#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mld-snooping 

[SwitchB-mld-snooping] quit 

# 创建 VLAN 2，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该 VLAN，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vlan2]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2] quit 

# 创建 VLAN 3，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该 VLAN，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SwitchB] vlan 3 

[SwitchB-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vlan3]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3] quit 

# 创建 VLAN 4，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加入该 VLAN，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SwitchB] vlan 4 

[SwitchB-vlan4] port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B-vlan4]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4] quit 

# 创建 VLAN 10，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SwitchB] vlan 10 

[SwitchB-vlan10]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10]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Hybrid 端口，并允许 VLAN 10 的报文带 Tag 通过。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10 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 VLAN 10 为 IPv6 组播 VLAN，并把 VLAN 2～VLAN 4 都配置为该 IPv6 组播 VLAN 的

子 VLAN。 
[SwitchB] ipv6 multicast-vlan 10 

[SwitchB-ipv6-mvlan-10] subvlan 2 to 4 

[SwitchB-ipv6-mvlan-10]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B 上所有 IPv6 组播 VLAN 的信息。 
[SwitchB] display ipv6 multicast-vlan 

Total 1 IPv6 multicast V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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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multicast VLAN 10: 

  Sub-VLAN list(3 in total): 

     2-4 

  Port list(0 in total): 

# 显示 Switch B 上 IPv6 组播 VLAN 的所有组播组表项信息。 
[SwitchB] display ipv6 multicast-vlan group 

Total 1 entries. 

 

IPv6 multicast VLAN 10: Total 1 entries. 

  (::, FF1E::101) 

    Sub-VLANs (3 in total): 

      VLAN 2 

      VLAN 3 

      VLAN 4 

由此可见，IPv6 组播 VLAN（VLAN 10）在各子 VLAN（VLAN 2～VLAN 4）内维护组播组表项。 

1.8.2  基于端口的IPv6 组播VLAN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如图 1-5 所示，三层交换机Switch A通过接口VLAN-interface20 连接IPv6 组播源（Source），
通过接口VLAN-interface10 连接二层交换机Switch B；Switch A上运行MLDv1，Switch B上
运行版本 1 的MLD Snooping，并由Switch A充当MLD查询器。 

• IPv6 组播源向 IPv6 组播组 FF1E::101 发送 IPv6 组播数据，Host A～Host C 都是该 IPv6 组

播组的接收者（Receiver），且分别属于 VLAN 2～VLAN 4。 

• 通过在 Switch B 上配置基于端口的 IPv6 组播 VLAN，使 Switch A 通过 IPv6 组播 VLAN 向

Switch B 下分属不同用户 VLAN 的主机分发 IPv6 组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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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5 基于端口的 IPv6 组播 VLAN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使能 IPv6 组播路由。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v6 multicast routing 

[SwitchA-mrib6] quit 

# 创建 VLAN 20，并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该 VLAN。 
[SwitchA] vlan 20 

[SwitchA-vlan2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A-vlan20]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20 上配置 IPv6 地址，并使能 IPv6 PIM-DM。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v6 address 1::2 64 

[SwitchA-Vlan-interface20] ipv6 pim dm 

[SwitchA-Vlan-interface20] quit 

# 创建 VLAN 10，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加入该 VLAN。 
[SwitchA] vlan 10 

[SwitchA-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A-vlan10]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 上配置 IPv6 地址，并使能 MLD。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SwitchA-Vlan-interface10] ipv6 address 2001::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10] mld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 quit 

(2) 配置 Switc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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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设备的 MLD Snooping。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mld-snooping 

[SwitchB-mld-snooping] quit 

# 创建 VLAN 10，把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加入该 VLAN，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SwitchB] vlan 10 

[SwitchB-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vlan10]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10] quit 

# 创建 VLAN 2，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2] quit 

# 创建 VLAN 3，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SwitchB] vlan 3 

[SwitchB-vlan3]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3] quit 

# 创建 VLAN 4，并在该 VLAN 内使能 MLD Snooping。 
[SwitchB] vlan 4 

[SwitchB-vlan4] mld-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4]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Hybrid 类型，缺省 VLAN 为 VLAN 2；允许 VLAN 2 和

VLAN 10 的报文不带 Tag 通过。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hybrid pvid vlan 2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hybrid vlan 2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hybrid vlan 10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为 Hybrid 类型，缺省 VLAN 为 VLAN 3；允许 VLAN 3 和

VLAN 10 的报文不带 Tag 通过。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hybrid pvid vlan 3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hybrid vlan 3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hybrid vlan 10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为 Hybrid 类型，缺省 VLAN 为 VLAN 4；允许 VLAN 4 和

VLAN 10 的报文不带 Tag 通过。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link-type hybri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hybrid pvid vlan 4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hybrid vlan 4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port hybrid vlan 10 untagge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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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VLAN 10 为 IPv6 组播 VLAN。 
[SwitchB] ipv6 multicast-vlan 10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到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 IPv6 组播 VLAN 10。 
[SwitchB-ipv6-m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to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ipv6-mvlan-10]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也属于 IPv6 组播 VLAN 10。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ipv6 port multicast-vlan 10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B 上所有 IPv6 组播 VLAN 的信息。 
[SwitchB] display ipv6 multicast-vlan 

Total 1 IPv6 multicast VLANs. 

 

IPv6 multicast VLAN 10: 

  Sub-VLAN list(0 in total): 

  Port list(3 in total): 

    GE1/0/2 

    GE1/0/3 

    GE1/0/4 

# 显示 Switch B 上 IPv6 动态组播组的 MLD Snooping 转发表项信息。 
[SwitchB] display mld-snooping group 

Total 1 entries. 

 

VLAN 10: Total 1 entries. 

  (::, FF1E::101) 

    Host slots (0 in total): 

    Host ports (3 in total): 

      GE1/0/2        (00:03:23) 

      GE1/0/3        (00:04:07) 

      GE1/0/4        (00:04:16) 

由此可见，MLD Snooping 统一在 IPv6 组播 VLAN（VLAN 10）中维护成员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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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配置指导主要介绍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 ACL、QoS、数据缓冲区

和时间段相关技术的原理及配置方法。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技术支持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格    式 意    义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TT

TT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交换机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全兼容性手册 列出S5200S-EI & S5200S-HI的兼容性声明，并对兼容性和安

全的细节进行说明 

快速安装指南 指导您对设备进行初始安装、配置，通常针对 常用的情况，

减少您的检索时间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S5200S-EI & S5200S-HI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

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S5200S-EI & S5200S-HI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

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的功能 

运行维护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S5200S-EI & S5200S-HI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

版本配套说明、兼容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zgsm_service@thunis.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10-9998（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unis-h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zgsm_info@thunis.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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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L 
1.1  ACL简介 

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问控制列表）是一系列用于识别报文流的规则的集合。这里的规则

是指描述报文匹配条件的判断语句，匹配条件可以是报文的源地址、目的地址、端口号等。设备依

据 ACL 规则识别出特定的报文，并根据预先设定的策略对其进行处理，最常见的应用就是使用 ACL
进行报文过滤。此外，ACL 还可应用于诸如路由、安全、QoS 等业务中识别报文，对这些报文的具

体处理方式由应用 ACL 的业务模块来决定。 

1.1.1  ACL的编号和名称 

用户在创建ACL时必须为其指定编号或名称，不同的编号对应不同类型的ACL，如 表 1-1 所示；当

ACL创建完成后，用户就可以通过指定编号或名称的方式来应用和编辑该ACL。 

对于编号相同的基本 ACL 或高级 ACL，必须通过 ipv6 关键字进行区分。对于名称相同的 ACL，
必须通过 ipv6 和 mac 关键字进行区分。 

1.1.2  ACL的分类 

根据规则制订依据的不同，可以将ACL分为如 表 1-1 所示的几种类型。 

表1-1 ACL 的分类 

ACL 类型 编号范围 适用的 IP 版本 规则制订依据 

基本ACL 2000～2999 
IPv4 报文的源IPv4地址 

IPv6 报文的源IPv6地址 

高级ACL 3000～3999 

IPv4 报文的源IPv4地址、目的IPv4地址、报文优先级、IPv4承载的

协议类型及特性等三、四层信息 

IPv6 报文的源IPv6地址、目的IPv6地址、报文优先级、IPv6承载的

协议类型及特性等三、四层信息 

二层ACL 4000～4999 IPv4和IPv6 报文的源MAC地址、目的MAC地址、802.1p优先级、链路层

协议类型等二层信息 

 

1.1.3  ACL的规则匹配顺序 

当一个 ACL 中包含多条规则时，报文会按照一定的顺序与这些规则进行匹配，一旦匹配上某条规则

便结束匹配过程。ACL 的规则匹配顺序有以下两种： 

• 配置顺序：按照规则编号由小到大进行匹配。 

• 自动排序：按照“深度优先”原则由深到浅进行匹配，各类型ACL的“深度优先”排序法则如

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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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各类型 ACL 的“深度优先”排序法则 

ACL 类型 “深度优先”排序法则 

IPv4基本ACL 
a 先比较源 IPv4 地址范围，较小者优先 
b 如果源 IPv4 地址范围相同，再比较配置的先后次序，先配置者优先 

IPv4高级ACL 

c 先比较协议范围，指定有 IPv4 承载的协议类型者优先 
d 如果协议范围相同，再比较源 IPv4 地址范围，较小者优先 
e 如果源 IPv4 地址范围也相同，再比较目的 IPv4 地址范围，较小者优先 
f 如果目的 IPv4 地址范围也相同，再比较四层端口（即 TCP/UDP 端口）号的覆盖范围，较

小者优先 
g 如果四层端口号的覆盖范围无法比较，再比较配置的先后次序，先配置者优先 

IPv6基本ACL 
h 先比较源 IPv6 地址范围，较小者优先 
i 如果源 IPv6 地址范围相同，再比较配置的先后次序，先配置者优先 

IPv6高级ACL 

j 先比较协议范围，指定有 IPv6 承载的协议类型者优先 
k 如果协议范围相同，再比较源 IPv6 地址范围，较小者优先 
l 如果源 IPv6 地址范围也相同，再比较目的 IPv6 地址范围，较小者优先 
m 如果目的 IPv6 地址范围也相同，再比较四层端口（即 TCP/UDP 端口）号的覆盖范围，较

小者优先 
n 如果四层端口号的覆盖范围无法比较，再比较配置的先后次序，先配置者优先 

二层ACL 
o 先比较源 MAC 地址范围，较小者优先 
p 如果源 MAC 地址范围相同，再比较目的 MAC 地址范围，较小者优先 
q 如果目的 MAC 地址范围也相同，再比较配置的先后次序，先配置者优先 

 

 

比较 IPv4 地址范围的大小，就是比较 IPv4 地址通配符掩码中“0”位的多少：“0”位越多，范围

越小。通配符掩码（又称反向掩码）以点分十进制表示，并以二进制的“0”表示“匹配”，“1”
表示“不关心”，这与子网掩码恰好相反，譬如子网掩码 255.255.255.0 对应的通配符掩码就是

0.0.0.255。此外，通配符掩码中的“0”或“1”可以是不连续的，这样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匹

配，譬如 0.255.0.255 就是一个合法的通配符掩码。 

比较 IPv6 地址范围的大小，就是比较 IPv6 地址前缀的长短：前缀越长，范围越小。 

比较 MAC 地址范围的大小，就是比较 MAC 地址掩码中“1”位的多少：“1”位越多，范围越小。 

 

1.1.4  ACL的步长 

ACL 中的每条规则都有自己的编号，这个编号在该 ACL 中是唯一的。在创建规则时，可以手工为

其指定一个编号，如未手工指定编号，则由系统为其自动分配一个编号。由于规则的编号可能影响

规则匹配的顺序，因此当由系统自动分配编号时，为了方便后续在已有规则之前插入新的规则，系

统通常会在相邻编号之间留下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大小（即相邻编号之间的差值）就称为 ACL
的步长。譬如，当步长为 5 时，系统会将编号 0、5、10、15……依次分配给新创建的规则。 

系统为规则自动分配编号的方式如下：系统从规则编号的起始值开始，自动分配一个大于现有最大

编号的步长最小倍数。譬如原有编号为 0、5、9、10 和 12 的五条规则，步长为 5，此时如果创建

一条规则且不指定编号，那么系统将自动为其分配编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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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步长或规则编号的起始值发生了改变，ACL 内原有全部规则的编号都将自动从规则编号的起始

值开始按步长重新排列。譬如，某 ACL 内原有编号为 0、5、9、10 和 15 的五条规则，当修改步长

为 2 之后，这些规则的编号将依次变为 0、2、4、6 和 8。 

1.1.5  ACL对分片报文的处理 

传统报文过滤只对分片报文的首个分片进行匹配过滤，对后续分片一律放行，因此网络攻击者通常

会构造后续分片进行流量攻击。为提高网络安全性，ACL 规则缺省会匹配所有非分片报文和分片报

文的全部分片，但这样又带来效率低下的问题。为了兼顾网络安全和匹配效率，可将过滤规则配置

为仅对后续分片有效。 

1.2  ACL配置限制和指导 

指定 ACL 编号创建的 ACL，可以通过如下命令进入其视图： 

• acl [ ipv6 ] number acl-number； 

• acl { [ ipv6 ] { advanced | basic } | mac } acl-number。 

通过 acl [ ipv6 ] number acl-number name acl-name 命令创建的 ACL，可以通过如下命令

进入其视图： 

• acl [ ipv6 ] name acl-name，本命令仅支持进入已创建的基本 ACL 或高级 ACL 视图； 

• acl [ ipv6 ]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acl { [ ipv6 ] { advanced | basic } | mac ] } name acl-name。 

通过 acl { [ ipv6 ] { advanced | basic } | mac } name acl-name 命令创建的 ACL，只

能通过如下命令进入其视图： 

• acl [ ipv6 ] name acl-name，本命令仅支持进入已创建的基本 ACL 或高级 ACL 视图； 

• acl { [ ipv6 ] { advanced | basic } | mac } name acl-name。 

如果 ACL 规则的匹配项中包含了除 IP 五元组（源 IP 地址、源端口号、目的 IP 地址、目的端口号、

传输层协议）、ICMP 报文的消息类型和消息码信息、日志操作和时间段之外的其它匹配项，则设备

转发 ACL 匹配的这类报文时会启用慢转发流程。慢转发时设备会将报文上送控制平面，计算报文相

应的表项信息。执行慢转发流程时，设备的转发能力将会有所降低。 

1.3  ACL配置任务简介 

ACL 配置任务如下 

• 配置不同类型的 ACL 

 配置基本ACL 

 配置高级ACL 

 配置二层ACL 

• （可选）复制ACL 

• （可选）应用ACL进行报文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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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配置基本ACL 

1.4.1  功能简介 

基本 ACL 根据报文的源 IP 地址来制订规则，对报文进行匹配。 

1.4.2  配置IPv4 基本ACL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Pv4 基本 ACL。 
acl basic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match-order { auto | config } ] 

acl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match-order { auto | config } ] 

(3) （可选）配置 ACL 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ACL 的描述信息。 

(4) （可选）配置规则编号的步长。 
step step-value [ start start-value ] 

缺省情况下，规则编号的步长为 5，起始值为 0。 

(5) 创建规则。 
rule [ rule-id ] { deny | permit } [ counting | fragment | logging | source 
{ source-address source-wildcard | any } | time-range time-range-name ] * 

logging 参数是否生效取决于引用该 ACL 的模块是否支持日志记录功能，例如报文过滤支持

日志记录功能，如果其引用的 ACL 规则中配置了 logging 参数，该参数可以生效。 

(6) （可选）为规则配置描述信息。 
rule rule-id comment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规则的描述信息。 

1.4.3  配置IPv6 基本ACL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 ACL 用于 QoS 策略的流分类或用于报文过滤功能时： 

• 规则不支持配置 fragment 参数。 

• 若 QoS 策略或报文过滤功能应用于出方向，规则不支持配置 routing 参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Pv6 基本 ACL。 
acl ipv6 basic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match-order { auto | 
confi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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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 ipv6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match-order { auto | 
config } ] 

(3) （可选）配置 ACL 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ACL 的描述信息。 

(4) （可选）配置规则编号的步长。 
step step-value [ start start-value ] 

缺省情况下，规则编号的步长为 5，起始值为 0。 

(5) 创建规则。 
rule [ rule-id ] { deny | permit } [ counting | fragment | logging | routing 
[ type routing-type ] | source { source-address source-prefix | 
source-address/source-prefix | any } | time-range time-range-name ] * 

logging 参数是否生效取决于引用该 ACL 的模块是否支持日志记录功能，例如报文过滤支持

日志记录功能，如果其引用的 ACL 规则中配置了 logging 参数，该参数可以生效。 

(6) （可选）为规则配置描述信息。 
rule rule-id comment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规则的描述信息。 

1.5  配置高级ACL 

1.5.1  功能简介 

高级 ACL 可根据报文的源地址、目的地址、报文优先级、承载的协议类型及特性（如 TCP/UDP 的

源端口和目的端口、TCP 报文标识、ICMP 或 ICMPv6 协议的消息类型和消息码等），对报文进行

匹配。用户可利用高级 ACL 制订比基本 ACL 更准确、丰富、灵活的规则。 

1.5.2  配置IPv4 高级ACL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 ACL 用于 QoS 策略的流分类或报文过滤功能时，规则中操作符 operator 取值不能为 neq。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Pv4 高级 ACL。 
acl advanced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match-order { auto | 
config } ] 

acl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match-order { auto | config } ] 

(3) （可选）配置 ACL 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ACL 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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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配置规则编号的步长。 
step step-value [ start start-value ] 

缺省情况下，规则编号的步长为 5，起始值为 0。 

(5) 创建规则。 
rule [ rule-id ] { deny | permit } protocol [ { { ack ack-value | fin 
fin-value | psh psh-value | rst rst-value | syn syn-value | urg urg-value } 
* | established } | counting | destination { dest-address dest-wildcard | 
any } | destination-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 dscp dscp | 
{ precedence precedence | tos tos } * } | fragment | icmp-type { icmp-type 
[ icmp-code ] | icmp-message } | logging | source { source-address 
source-wildcard | any } | source-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time-range 
time-range-name ] * 

logging 参数是否生效取决于引用该 ACL 的模块是否支持日志记录功能，例如报文过滤支持

日志记录功能，如果其引用的 ACL 规则中配置了 logging 参数，该参数可以生效。 

(6) （可选）为规则配置描述信息。 
rule rule-id comment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规则的描述信息。 

1.5.3  配置IPv6 高级ACL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 ACL 用于 QoS 策略的流分类或报文过滤功能时： 

• 规则不支持配置 fragment 参数。 

• 规则中操作符 operator 取值不能为 neq。 

• 如果 QoS 策略或报文过滤功能应用于出方向，规则不支持配置 routing、hop-by-hop、

flow-label 参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Pv6 高级 ACL。 
acl ipv6 advanced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match-order { auto | 
config } ] 

acl ipv6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match-order { auto | 
config } ] 

(3) （可选）配置 ACL 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ACL 的描述信息。 

(4) （可选）配置规则编号的步长。 
step step-value [ start start-value ] 

缺省情况下，规则编号的步长为 5，起始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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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建规则。 
rule [ rule-id ] { deny | permit } protocol [ { { ack ack-value | fin 
fin-value | psh psh-value | rst rst-value | syn syn-value | urg urg-value } 
* | established } | counting | destination { dest-address dest-prefix | 
dest-address/dest-prefix | any } | destination-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dscp dscp | flow-label flow-label-value | fragment | icmp6-type 
{ icmp6-type icmp6-code | icmp6-message } | logging | routing [ type 
routing-type ] | hop-by-hop [ type hop-type ] | source { source-address 
source-prefix | source-address/source-prefix | any } | source-port 
operator port1 [ port2 ] | time-range time-range-name ] * 

logging 参数是否生效取决于引用该 ACL 的模块是否支持日志记录功能，例如报文过滤支持

日志记录功能，如果其引用的 ACL 规则中配置了 logging 参数，该参数可以生效。 

(6) （可选）为规则配置描述信息。 
rule rule-id comment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规则的描述信息。 

1.6  配置二层ACL 

1. 功能简介 

二层 ACL 可根据报文的源 MAC 地址、目的 MAC 地址、802.1p 优先级、链路层协议类型、报文的

封装类型等二层信息来制订规则，对报文进行匹配。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二层 ACL。 
acl mac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match-order { auto | config } ] 

acl number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match-order { auto | config } ] 

(3) （可选）配置 ACL 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ACL 的描述信息。 

(4) （可选）配置规则编号的步长。 
step step-value [ start start-value ] 

缺省情况下，规则编号的步长为 5，起始值为 0。 

(5) 创建规则。 
rule [ rule-id ] { deny | permit } [ cos dot1p | counting | dest-mac 
dest-address dest-mask | { lsap lsap-type lsap-type-mask | type 
protocol-type protocol-type-mask } | source-mac source-address 
source-mask | time-range time-range-name ] * 

(6) （可选）为规则配置描述信息。 
rule rule-id comment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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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规则的描述信息。 

1.7  复制ACL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通过复制一个已存在的 ACL（即源 ACL），来生成一个新的同类型 ACL（即目的 ACL）。除

了 ACL 的编号和名称不同外，目的 ACL 与源 ACL 完全相同。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目的 ACL 要与源 ACL 的类型相同，且目的 ACL 必须不存在，否则将导致复制 ACL 失败。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复制并生成一个新的 ACL。 
acl [ ipv6 | mac ] copy { source-acl-number | name source-acl-name } to 
{ dest-acl-number | name dest-acl-name } 

1.8  应用ACL进行报文过滤 

1.8.1  功能简介 

ACL 最基本的应用就是进行报文过滤。例如，将 ACL 规则应用到指定接口的入或出方向上，从而

对该接口收到或发出的报文进行过滤。 

1.8.2  在接口上应用ACL进行报文过滤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节中的“接口”指的是二层以太网接口和 VLAN 接口。 

一个接口在一个方向上最多可应用 3 个 ACL 进行报文过滤，包括一个 IPv4 ACL、一个 IPv6 ACL
以及一个二层 AC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在接口上应用 ACL 进行报文过滤。 
packet-filter [ ipv6 | mac ]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inbound | 
outbound } [ hardware-coun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接口的报文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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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配置报文过滤日志信息或告警信息的生成与发送周期 

1. 功能简介 

报文过滤日志或告警信息的生成与发送周期起始于报文过滤中 ACL 匹配数据流的第一个数据包，报

文过滤日志或告警信息包括周期内被匹配的报文数量以及所使用的 ACL 规则。在一个周期内： 

• 对于规则匹配数据流的第一个数据包，设备会立即生成报文过滤日志或告警信息； 

• 对于规则匹配数据流的其他数据包，设备将在周期结束后生成报文过滤日志或告警信息。 

设备生成的报文过滤日志将发送给信息中心，有关信息中心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

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设备生成的告警信息将发送给 SNMP，有关 SNM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

导”中的“SNMP”。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报文过滤日志信息或告警信息的生成与发送周期。 
acl { logging | trap }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报文过滤日志信息或告警信息的生成与发送周期为 0 分钟，即不记录报文过滤

的日志和告警信息。 

1.8.4  配置报文过滤的缺省动作 

1. 功能简介 

系统缺省的报文过滤动作为 Permit，即允许未匹配上 ACL 规则的报文通过。通过本配置可更改报

文过滤的缺省动作为 Deny，即禁止未匹配上 ACL 规则的报文通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报文过滤的缺省动作为 Deny。 
packet-filter default deny 

缺省情况下，报文过滤的缺省动作为 Permit，即允许未匹配上 ACL 规则的报文通过。 

1.9  ACL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ACL 配置后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ACL 的统计信息。 

表1-3 ACL 显示和维护 

配置 命令 

显示ACL的配置和运行情况 display acl [ ipv6 | mac ] { acl-number | all | name 
acl-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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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命令 

显示ACL在报文过滤中的应用情况 
display packet-filter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inbound | outbound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ACL在报文过滤中应用的统计信息
display packet-filter statistics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nbound | outbound } 
[ [ ipv6 | mac ]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 brief ] 

显示ACL在报文过滤中应用的累加统计

信息 

display packet-filter statistics sum { inbound | 
outbound } [ ipv6 | mac ]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brief ] 

显示ACL在报文过滤中的详细应用情况

display packet-filter verbos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nbound | outbound } 
[ [ ipv6 | mac ]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QoS和ACL资源的使用情况 display qos-acl resource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ACL在报文过滤中应用的统计信息

reset packet-filter statistics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inbound | 
outbound } [ [ ipv6 | mac ]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1.10  ACL典型配置举例 

1.10.1  在接口上应用包过滤的ACL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某公司内的各部门之间通过 Device 实现互连，该公司的工作时间为每周工作日的 8 点到 18
点。 

• 通过配置，允许总裁办在任意时间、财务部在工作时间访问财务数据库服务器，禁止其它部

门在任何时间、财务部在非工作时间访问该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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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 ACL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名为 work 的时间段，其时间范围为每周工作日的 8 点到 18 点。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time-range work 08:00 to 18:00 working-day 

# 创建 IPv4 高级 ACL 3000，并制订如下规则：允许总裁办在任意时间、财务部在工作时间访问财

务数据库服务器，禁止其它部门在任何时间、财务部在非工作时间访问该服务器。 
[Device] acl advanced 3000 

[Device-acl-ipv4-adv-3000] rule permit ip source 192.168.1.0 0.0.0.255 destination 
192.168.0.100 0 

[Device-acl-ipv4-adv-3000] rule permit ip source 192.168.2.0 0.0.0.255 destination 
192.168.0.100 0 time-range work 

[Device-acl-ipv4-adv-3000] rule deny ip source any destination 192.168.0.100 0 

[Device-acl-ipv4-adv-3000] quit 

# 应用 IPv4 高级 ACL 3000 对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出方向上的报文进行过滤。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acket-filter 3000 outboun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在各部门的 PC（假设均为 Windows XP 操作系统）上可以使用 ping 命令检验配置

效果，在 Device 上可以使用 display acl 命令查看 ACL 的配置和运行情况。例如在工作时间： 

# 在财务部的 PC 上检查到财务数据库服务器是否可达。 
C:\> ping 192.168.0.100 

 

Pinging 192.168.0.100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ply from 192.168.0.100: bytes=32 time=1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0.100: bytes=32 time<1ms TTL=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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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y from 192.168.0.100: bytes=32 time<1ms TTL=255 

Reply from 192.168.0.100: bytes=32 time<1ms TTL=255 

 

Ping statistics for 192.168.0.100: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4, Lost = 0 (0% loss), 

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seconds: 

    Minimum = 0ms, Maximum = 1ms, Average = 0ms 

由此可见，财务部的 PC 能够在工作时间访问财务数据库服务器。 

# 在市场部的 PC 上检查财务数据库服务器是否可达。 
C:\> ping 192.168.0.100 

 

Pinging 192.168.0.100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Ping statistics for 192.168.0.100: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0, Lost = 4 (100% loss), 

由此可见，市场部的 PC 不能在工作时间访问财务数据库服务器。 

# 查看 IPv4 高级 ACL 3000 的配置和运行情况。 
[Device] display acl 3000 

Advanced IPv4 ACL 3000, 3 rules, 

ACL's step is 5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192.168.1.0 0.0.0.255 destination 192.168.0.100 0 

 rule 5 permit ip source 192.168.2.0 0.0.0.255 destination 192.168.0.100 0 time-range work 
(Active) 

 rule 10 deny ip destination 192.168.0.100 0 

由此可见，由于目前是工作时间，因此规则 5 是生效的；且由于之前使用了 ping 命令的缘故，规

则 5 和规则 10 分别被匹配了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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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oS概述 
QoS 即服务质量。对于网络业务，影响服务质量的因素包括传输的带宽、传送的时延、数据的丢包

率等。在网络中可以通过保证传输的带宽、降低传送的时延、降低数据的丢包率以及时延抖动等措

施来提高服务质量。网络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保证某类业务的服务质量的同时，可能就是在损害其

它业务的服务质量。因此，网络管理者需要根据各种业务的特点来对网络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分

配，从而使网络资源得到高效利用。 

1.1  QoS服务模型简介 

通常 QoS 提供以下三种服务模型： 

• Best-Effort service（尽力而为服务模型） 

• Integrated service（综合服务模型，简称 IntServ） 

• Differentiated service（区分服务模型，简称 DiffServ） 

1.1.1  Best-Effort服务模型 

Best-Effort 是一个单一的服务模型，也是最简单的服务模型。对 Best-Effort 服务模型，网络尽最大

的可能性来发送报文。但对时延、可靠性等性能不提供任何保证。 

Best-Effort 服务模型是网络的缺省服务模型，通过 FIFO 队列来实现。它适用于绝大多数网络应用，

如 FTP、E-Mail 等。 

1.1.2  IntServ服务模型 

IntServ 是一个综合服务模型，它可以满足多种 QoS 需求。该模型使用 RSVP 协议，RSVP 运行在

从源端到目的端的每个设备上，可以监视每个流，以防止其消耗资源过多。这种体系能够明确区分

并保证每一个业务流的服务质量，为网络提供最细粒度化的服务质量区分。 

但是，IntServ 模型对设备的要求很高，当网络中的数据流数量很大时，设备的存储和处理能力会遇

到很大的压力。IntServ 模型可扩展性很差，难以在 Internet 核心网络实施。 

1.1.3  DiffServ服务模型 

DiffServ 是一个多服务模型，它可以满足不同的 QoS 需求。与 IntServ 不同，它不需要通知网络为

每个业务预留资源。区分服务实现简单，扩展性较好。 

本文提到的技术都是基于 DiffServ 服务模型。 

1.2  QoS技术在网络中的位置 

QoS 技术包括流分类、流量监管、流量整形、限速、拥塞管理、拥塞避免等。下面对常用的技术进

行简单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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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常用 QoS 技术在网络中的位置 

 
 

如 图 1-1 所示，流分类、流量监管、流量整形、拥塞管理和拥塞避免主要完成如下功能： 

• 流分类：采用一定的规则识别符合某类特征的报文，它是对网络业务进行区分服务的前提和

基础。 

• 流量监管：对进入或流出设备的特定流量进行监管，以保护网络资源不受损害。可以作用在

接口入方向和出方向。 

• 流量整形：一种主动调整流的输出速率的流量控制措施，用来使流量适配下游设备可供给的

网络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报文丢弃，通常作用在接口出方向。 

• 拥塞管理：当拥塞发生时制定一个资源的调度策略，决定报文转发的处理次序，通常作用在

接口出方向。 

• 拥塞避免：监督网络资源的使用情况，当发现拥塞有加剧的趋势时采取主动丢弃报文的策略，

通过调整队列长度来解除网络的过载，通常作用在接口出方向。 

1.3  QoS技术在设备中的处理顺序 

图 1-2 简要描述了各种QoS技术在网络设备中的处理顺序。 

(1) 首先通过流分类对各种业务进行识别和区分，它是后续各种动作的基础； 

(2) 通过各种动作对特定的业务进行处理。这些动作需要和流分类关联起来才有意义。具体采取

何种动作，与所处的阶段以及网络当前的负载状况有关。例如，当报文进入网络时进行流量

监管；流出节点之前进行流量整形；拥塞时对队列进行拥塞管理；拥塞加剧时采取拥塞避免

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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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各 QoS 技术在同一网络设备中的处理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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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oS配置方式 

QoS 的配置方式分为 MQC 方式（模块化 QoS 配置，Modular QoS Configuration）和非 MQC 方式。 

MQC 方式通过 QoS 策略定义不同类别的流量要采取的动作，并将 QoS 策略应用到不同的目标位

置（例如接口）来实现对业务流量的控制。 

非 MQC 方式则通过直接在目标位置上配置 QoS 参数来实现对业务流量的控制。例如，在接口上配

置限速功能来达到限制接口流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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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oS策略 

2.1  QoS策略简介 

QoS 策略由如下部分组成： 

• 类，定义了对报文进行识别的规则。 

• 流行为，定义了一组针对类识别后的报文所做的 QoS 动作。 

通过将类和流行为关联起来，QoS 策略可对符合分类规则的报文执行流行为中定义的动作。 

用户可以在一个策略中定义多个类与流行为的绑定关系。 

2.2  QoS策略配置任务简介 

QoS 策略配置任务如下： 

(1) 定义类 

(2) 定义流行为 

(3) 定义策略 

(4) 应用策略 

 基于接口应用QoS策略 

 基于VLAN应用QoS策略 

 基于全局应用QoS策略 

 基于上线用户应用QoS策略 

2.3  定义类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类，并进入类视图。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 operator { and | or } ] 

(3) （可选）配置类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类的描述信息。 

(4) 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if-match match-criteria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具体规则的介绍，请参见“QoS 命令”中的 if-match 命令。 

2.4  定义流行为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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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创建流行为，并进入流行为视图。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name 

(3) 配置流行为的动作。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流行为的动作。 

流行为动作就是对符合流分类的报文做出相应的 QoS 动作，例如流量监管、流量过滤、重标

记、流量统计等，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文相关章节。 

2.5  定义策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QoS 策略，并进入策略视图。 
qos policy policy-name 

(3) 为类指定流行为。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behavior behavior-name [ insert-before 
before-classifier-name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类对应的流行为。 

 

2.6  应用策略 

2.6.1  设备支持的策略应用位置 

QoS 策略支持应用在如下位置： 

• 基于接口应用 QoS 策略，QoS 策略对通过接口接收或发送的流量生效。 

• 基于VLAN应用QoS策略，QoS策略对通过同一个VLAN内所有接口接收或发送的流量生效。 

• 基于全局应用 QoS 策略，QoS 策略对所有流量生效。 

• 基于上线用户应用 QoS 策略，QoS 策略对通过上线用户接收或发送的流量生效。 

2.6.2  策略应用限制和指导 

QoS 策略应用后，用户仍然可以修改 QoS 策略中的流分类规则和流行为，以及二者的对应关系。

当流分类规则中使用 ACL 匹配报文时，允许删除或修改该 ACL（包括向该 ACL 中添加、删除和修

改匹配规则）。 

2.6.3  基于接口应用QoS策略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基于接口应用 QoS 策略时需要注意的是： 

• 一个 QoS 策略可以应用于多个接口，但在接口的每个方向（出和入两个方向）只能应用一个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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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oS 策略应用在出方向时，对设备发出的协议报文不起作用，以确保这些报文在策略误配置

时仍然能够正常发出，维持设备的正常运行。常见的本地协议报文如下：链路维护报文、RIP、
LDP、SSH 等。 

• 本节中的“接口”指的是二层以太网接口。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在接口上应用已创建的 QoS 策略。 
qos apply policy policy-name { inbound | outbound }  

缺省情况下，未在接口上应用 QoS 策略。 

2.6.4  基于VLAN应用QoS策略 

1. 功能简介 

基于 VLAN 应用 QoS 策略可以对属于某个 VLAN 内的所有接口上的流量进行管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基于 VLAN 应用的 QoS 策略时需要注意的是： 

• 不能应用在动态 VLAN 上。 

• 基于 VLAN 应用 QoS 策略时，该 QoS 策略会被所有成员设备上的 VLAN 应用，如果某个成

员设备 QACL 资源不足，将导致 QoS 策略应用失败。此时需要先执行 undo qos 

vlan-policy vlan 命令删除基于 VLAN 应用的 QoS 策略，待预留足够资源后，再将 QoS
策略应用到该 VLAN 上。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在指定 VLAN 上应用已创建的 QoS 策略。 
qos vlan-policy policy-name vlan vlan-id-list { inbound | outbound } 

缺省情况下，未在指定 VLAN 上应用 QoS 策略。 

2.6.5  基于全局应用QoS策略 

1. 功能简介 

基于全局应用 QoS 策略后可以对设备所有接口上的流量进行管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基于全局应用 QoS 策略时，该 QoS 策略会被所有成员设备应用，如果某个成员设备 QACL 资源不

足，将导致 QoS 策略应用失败。此时需要先执行 undo qos apply policy global 命令删除

基于全局应用的 QoS 策略，待预留足够资源后，再将 QoS 策略应用到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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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应用已创建的 QoS 策略。 
qos apply policy policy-name global { inbound | outbound } 

缺省情况下，未在全局应用 QoS 策略。 

2.6.6  基于上线用户应用QoS策略 

1. 功能简介 

用户通过身份认证后，认证服务器会将与用户帐户绑定的 User Profile 名称下发给设备，设备可以

通过 User Profile 视图下配置 QoS 策略来对上线用户的流量进行管理。User Profile 视图下的 QoS
策略只有在用户成功上线后才生效。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一个策略可以应用于多个上线用户。上线用户的每个方向（发送和接收两个方向）只能应用一个策

略，如果用户想修改某方向上应用的策略，必须先取消原先的配置，然后再配置新的策略。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User Profile 视图。 
user-profile profile-name 

(3) 在 User Profile 下应用 QoS 策略。 
qos apply policy policy-name { inbound | outbound } 

缺省情况下，未在 User Profile 下应用 QoS 策略。 

参数 说明 

inbound 表示对设备接收上线用户的流量（即上线用户发送的流量）应用策略 

outbound 表示对设备发送给上线用户的流量（即上线用户接收的流量）应用策略 

 

2.7  QoS策略显示和维护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QoS 策略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

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QoS 策略的统计信息。 

表2-1 QoS 策略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QoS策略的配置信息 display qos policy user-defined [ policy-name 
[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 ] [ slot slo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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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基于全局应用QoS策略的信息 display qos policy global [ slot slot-number ] [ inbound 
| outbound ] 

显示接口上QoS策略的配置信息和运

行情况 
display qos policy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inbound | outbound ] 

显示用户上线后User Profile下应用的

QoS策略的信息和运行情况 

display qos policy user-profile [ name profile-name ] 
[ user-id user-id ] [ slot slot-number ] [ inbound | 
outbound ] 

显示基于VLAN应用QoS策略的信息 display qos vlan-policy { name policy-name | vlan 
[ vlan-id ] } [ slot slot-number ] [ inbound | outbound ] 

显示QoS和ACL资源的使用情况 display qos-acl resource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流行为的配置信息 display traffic behavior user-defined [ behavior-name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类的配置信息 display traffic classifier user-defined 
[ classifier-name ]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全局应用QoS策略的统计信息 reset qos policy global [ inbound | outbound ] 

清除VLAN应用QoS策略的统计信息 reset qos vlan-policy [ vlan vlan-id ] [ inbound | 
outbou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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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先级映射 

3.1  优先级映射简介 

优先级映射可以将报文携带的优先级字段映射成指定优先级字段值，设备根据映射后的优先级字段，

为报文提供有差别的 QoS 服务，从而为全面有效的控制报文的转发调度等级提供依据。 

3.1.1  优先级介绍 

优先级用于标识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可以分为两类：报文携带优先级和设备调度优先级。 

报文携带优先级包括：802.1p优先级、DSCP优先级、IP优先级等。这些优先级都是根据公认的标

准和协议生成，体现了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相关介绍请参见“12.3  附录 C 各种优先级介绍”。 

设备调度优先级是指报文在设备内转发时所使用的优先级，只对当前设备自身有效。设备调度优先

级包括以下几种： 

• 本地优先级（LP）：设备为报文分配的一种具有本地意义的优先级，每个本地优先级对应一个

队列，本地优先级值越大的报文，进入的队列优先级越高，从而能够获得优先的调度。 

• 丢弃优先级（DP）：在进行报文丢弃时参考的参数，丢弃优先级值越大的报文越被优先丢弃。 

• 用户优先级（UP）：设备对于进入的流量，会自动获取报文的优先级作为后续转发调度的参数，

这种报文优先级称为用户优先级。对于不同类型的报文，用户优先级所代表的优先级字段不

同。对于二层报文，用户优先级取自 802.1p 优先级；对于三层报文，用户优先级取自 IP 优先

级。 

设备仅支持以本地优先级（LP）作为设备调度优先级。 

3.1.2  优先级映射表 

设备提供了多张优先级映射表，分别对应不同的优先级映射关系。 

通常情况下，设备可以通过查找缺省优先级映射表（12.2  附录 B 缺省优先级映射表）来为报文分

配相应的优先级。如果缺省优先级映射表无法满足用户需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映射表进行修改。 

3.1.3  优先级映射配置方式 

优先级映射配置方式包括：优先级信任模式方式、端口优先级方式。 

1. 优先级信任模式方式 

配置端口的优先级信任模式后，设备将信任报文自身携带的优先级。通过优先级映射表，使用所信

任的报文携带优先级进行优先级映射，根据映射关系完成对报文优先级的修改，以及实现报文在设

备内部的调度。 

2. 端口优先级方式 

未配置端口的优先级信任模式时，设备会将端口优先级作为报文自身的优先级。通过优先级映射表，

对报文进行映射。用户可以配置端口优先级，通过优先级映射，使不同端口收到的报文进入对应的

队列，以此实现对不同端口收到报文的差异化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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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优先级映射过程 

对于接收到的以太网报文，根据优先级信任模式和报文的 802.1Q标签状态，设备将采用不同的方

式为其标记调度优先级。如 图 3-1 所示： 

图3-1 以太网报文优先级映射过程 

 

 

如果通过 QoS 策略同时配置重新标记报文的 dot1p 和 DSCP 优先级，设备仅以 QoS 策略修改后的

dot1p 优先级作为 dot1p-lp 优先级映射表的输入值，根据 dot1p-lp 优先级映射表得到报文的本地优

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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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重标记优先级功能的介绍，请参见 重标记。 

 

3.2  优先级映射配置任务简介 

优先级映射配置任务如下： 

(1) （可选）配置优先级映射表 

(2) 配置优先级映射方式。 

 配置优先级信任模式 

 配置端口优先级 

3.3  配置优先级映射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指定的优先级映射表视图。 
qos map-table{ dot1p-lp | dscp-dot1p | dscp-dscp } 

(3) 配置指定优先级映射表的映射关系。 
import import-value-list export export-value 

缺省情况下，优先级映射表的映射关系请参见“12.2  附录 B 缺省优先级映射表”。 

多次执行本命令，最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 

3.4  配置优先级信任模式 

1. 功能简介 

配置优先级信任模式后，设备将根据报文自身的优先级，查找优先级映射表，为报文分配优先级参

数。 

在配置接口上的优先级模式时，用户可以选择下列信任模式： 

• dot1p：信任报文自带的 802.1p 优先级，以此优先级进行优先级映射。 

• dscp：信任 IP 报文自带的 DSCP 优先级，以此优先级进行优先级映射。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节中的“接口”指的是二层以太网接口。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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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优先级信任模式。 
qos trust { dot1p | dscp } 

设备不信任报文携带的优先级，会使用端口优先级作为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进行优先级映射。 

3.5  配置端口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按照接收端口的端口优先级，设备通过一一映射为报文分配相应的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优先级。 
qos priority priority-value 

缺省情况下，端口优先级为 0。 

3.6  优先级映射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优先级映射的运行情况，通

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3-1 优先级映射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指定优先级映射表配置情况 display qos map-table [ dot1p-lp | dscp-dot1p | dscp-dscp ] 

显示端口优先级信任模式信息 display qos trust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3.7  优先级映射典型配置举例 

3.7.1  优先级信任模式和端口优先级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evice A 和 Device B 通过 Device C 实现互连。网络环境描述如下： 

• Device A 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入 Device C，向 Device C 发送 dot1p 值为 3 的报

文； 

• Device B 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接入 Device C，向 Device C 发送 dot1p 值为 1 的报

文。 

要求通过配置实现如下需求：如果 Device C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 的出方向发生拥塞，则优

先让 Device A 访问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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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3-2 优先级信任模式和端口优先级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方法一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分别配置优先级信任模式为 dot1p。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os trust dot1p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os trust dot1p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方法二 

# 在 接 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 分 别 配 置 端 口 优 先 级 ，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的端口优先级值要高于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的端口优先级值。

（同时保证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没有配置信任模式。）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os priority 3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os priority 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7.2  优先级映射表和重标记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公司企业网通过 Device 实现各部门之间的互连。网络环境描述如下： 

• 市场部门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入 Device，标记市场部门发出的报文的 802.1p 优

先级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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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部门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接入 Device，标记研发部门发出的报文的 802.1p 优

先级为 4； 

• 管理部门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接入 Device，标记管理部门发出的报文的 802.1p 优

先级为 5。 

实现如下需求： 

访问公共服务器的时候，研发部门 > 管理部门 > 市场部门。 

• 通过优先级映射将研发部门发出的报文放入出队列 6 中，优先进行处理； 

• 通过优先级映射将管理部门发出的报文放入出队列 4 中，次优先进行处理； 

• 通过优先级映射将市场部门发出的报文放入出队列 2 中，最后进行处理。 

访问 Internet 的时候，管理部门 > 市场部门 > 研发部门。 

• 重标记管理部门发出的报文本地优先级为 6，优先进行处理； 

• 重标记市场部门发出的报文的本地优先级为 4，次优先进行处理； 

• 重标记研发部门发出的报文的本地优先级为 2，最后进行处理。 

2. 组网图 

图3-3 优先级映射表和重标记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端口的端口优先级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端口优先级为 3。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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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os priority 3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的端口优先级为 4。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os priority 4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的端口优先级为 5。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GigabitEthernet1/0/3] qos priority 5 

[Device-GigabitEthernet1/0/3] quit 

(2) 配置优先级映射表 

# 配置 802.1p 优先级到本地优先级映射表，将 802.1p 优先级 3、4、5 对应的本地优先级配置为 2、
6、4。保证访问服务器的优先级为研发部门（6）>管理部门（4）>市场部门（2）。 
[Device] qos map-table dot1p-lp 

[Device-maptbl-dot1p-lp] import 3 export 2 

[Device-maptbl-dot1p-lp] import 4 export 6 

[Device-maptbl-dot1p-lp] import 5 export 4 

[Device-maptbl-dot1p-lp] quit 

(3) 配置重标记 

# 将管理、市场、研发部门发出的 HTTP 报文的 802.1p 优先级分别重标记为 4、5、3，使其能根据

前面配置的映射表分别映射到本地优先级 6、4、2。 

# 创建 ACL 3000，用来匹配 HTTP 报文。 
[Device] acl advanced 3000 

[Device-acl-adv-3000] rule permit tcp destination-port eq 80 

[Device-acl-adv-3000] quit 

# 创建流分类，匹配 ACL 3000。 

[Device] traffic classifier http 

[Device-classifier-http] if-match acl 3000 

[Device-classifier-http] quit 

# 配置管理部门的重标记策略并应用到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 的入方向。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admin 

[Device-behavior-admin] remark dot1p 4 

[Device-behavior-admin] quit 

[Device] qos policy admin 

[Device-qospolicy-admin] classifier http behavior admin 

[Device-qospolicy-admin] quit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GigabitEthernet1/0/3] qos apply policy admin inbound 

# 配置市场部门的重标记策略并应用到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入方向。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market 

[Device-behavior-market] remark dot1p 5 

[Device-behavior-market] quit 

[Device] qos policy market 

[Device-qospolicy-market] classifier http behavior market 

[Device-qospolicy-market] quit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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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os apply policy market inbound 

# 配置研发部门的重标记策略并应用到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的入方向。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rd 

[Device-behavior-rd] remark dot1p 3 

[Device-behavior-rd] quit 

[Device] qos policy rd 

[Device-qospolicy-rd] classifier http behavior rd 

[Device-qospolicy-rd] quit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os apply policy rd inbound 



 

4-1 

4 流量监管、流量整形和限速 

4.1  流量监管、流量整形和限速简介 

如果不限制用户发送的流量，那么大量用户不断突发的数据只会使网络更拥挤。为了使有限的网络

资源能够更好地发挥效用，更好地为更多的用户服务，必须对用户的流量加以限制。流量监管、流

量整形和限速可以实现流量的速率限制功能，而要实现此功能就必须对通过设备的流量进行度量。

一般采用令牌桶（Token Bucket）对流量进行度量。 

4.1.1  流量评估与令牌桶 

1. 令牌桶 

令牌桶可以看作是一个存放一定数量令牌的容器。系统按设定的速度向桶中放置令牌，当桶中令牌

满时，多出的令牌溢出，桶中令牌不再增加。 

2. 用令牌桶评估流量 

在用令牌桶评估流量规格时，是以令牌桶中的令牌数量是否足够满足报文的转发为依据的。如果桶

中存在足够的令牌可以用来转发报文，称流量遵守或符合这个规格，否则称为不符合或超标。 

评估流量时令牌桶的参数包括： 

• 平均速率：向桶中放置令牌的速率，即允许的流的平均速度。通常配置为 CIR。 

• 突发尺寸：令牌桶的容量，即每次突发所允许的最大的流量尺寸。通常配置为 CBS，突发尺

寸必须大于最大报文长度。 

每到达一个报文就进行一次评估。每次评估，如果桶中有足够的令牌可供使用，则说明流量控制在

允许的范围内，此时要从桶中取走满足报文的转发的令牌；否则说明已经耗费太多令牌，流量超标

了。 

3. 复杂评估 

为了评估更复杂的情况，实施更灵活的调控策略，可以配置两个令牌桶（分别称为 C 桶和 E 桶）。

以流量监管为例，分为单速率单桶双色算法、单速率双桶三色算法和双速率双桶三色算法。 

(1) 单速率单桶双色算法 

• CIR：表示向 C 桶中投放令牌的速率，即 C 桶允许传输或转发报文的平均速率； 

• CBS：表示 C 桶的容量，即 C 桶瞬间能够通过的承诺突发流量。 

每次评估时，依据下面的情况，可以分别实施不同的流控策略： 

• 如果 C 桶有足够的令牌，报文被标记为 green，即绿色报文； 

• 如果 C 桶令牌不足，报文被标记为 red，即红色报文。 

(2) 单速率双桶三色算法 

• CIR：表示向 C 桶中投放令牌的速率，即 C 桶允许传输或转发报文的平均速率； 

• CBS：表示 C 桶的容量，即 C 桶瞬间能够通过的承诺突发流量； 

• EBS：表示 E 桶的容量的增量，即 E 桶瞬间能够通过的超出突发流量，取值不为 0。E 桶的容

量等于 CBS 与 EBS 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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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评估时，依据下面的情况，可以分别实施不同的流控策略： 

• 如果 C 桶有足够的令牌，报文被标记为 green，即绿色报文； 

• 如果 C 桶令牌不足，但 E 桶有足够的令牌，报文被标记为 yellow，即黄色报文； 

• 如果 C 桶和 E 桶都没有足够的令牌，报文被标记为 red，即红色报文。 

(3) 双速率双桶三色算法 

• CIR：表示向 C 桶中投放令牌的速率，即 C 桶允许传输或转发报文的平均速率； 

• CBS：表示 C 桶的容量，即 C 桶瞬间能够通过的承诺突发流量； 

• PIR：表示向 E 桶中投放令牌的速率，即 E 桶允许传输或转发报文的最大速率； 

• EBS：表示 E 桶的容量，即 E 桶瞬间能够通过的超出突发流量。 

每次评估时，依据下面的情况，可以分别实施不同的流控策略： 

• 如果 C 桶有足够的令牌，报文被标记为 green，即绿色报文； 

• 如果 C 桶令牌不足，但 E 桶有足够的令牌，报文被标记为 yellow，即黄色报文； 

• 如果 C 桶和 E 桶都没有足够的令牌，报文被标记为 red，即红色报文。 

4.1.2  流量监管 

流量监管分为入和出两个方向，为了方便描述，下文以出方向为例。 

流量监管就是对流量进行控制，通过监督进入网络的流量速率，对超出部分的流量进行“惩罚”，

使进入的流量被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以保护网络资源和运营商的利益。例如可以限制 HTTP
报文不能占用超过 50%的网络带宽。如果发现某个连接的流量超标，流量监管可以选择丢弃报文，

或重新配置报文的优先级。 

图4-1 TP 示意图 

 

 

流量监管广泛的用于监管进入 Internet 服务提供商 ISP 的网络流量。流量监管还包括对所监管流量

的流分类服务，并依据不同的评估结果，实施预先设定好的监管动作。这些动作可以是： 

• 转发：比如对评估结果为“符合”的报文继续转发。 

• 丢弃：比如对评估结果为“不符合”的报文进行丢弃。 

令牌桶

丢弃

分类

需由此接口发送的包

继续发送

按规定的速率向桶内放置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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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优先级并转发：比如对评估结果为“符合”的报文，将其优先级进行重标记后再进行转

发。 

4.1.3  流量整形 

 

流量整形目前只支持出方向。 

 

流量整形是一种主动调整流量输出速率的措施。一个典型应用是基于下游网络节点的流量监管指标

来控制本地流量的输出。 

流量整形与流量监管的主要区别在于： 

• 流量整形对流量监管中需要丢弃的报文进行缓存——通常是将它们放入缓冲区或队列内，如

图 4-2 所示。当令牌桶有足够的令牌时，再均匀的向外发送这些被缓存的报文。 

• 流量整形可能会增加延迟，而流量监管几乎不引入额外的延迟。 

图4-2 流量整形示意图 

 

 

例如，在 图 4-3 所示的应用中，设备Device A向Device B发送报文。Device B要对Device A发送来

的报文进行流量监管，对超出规格的流量直接丢弃。 

图4-3 流量整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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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报文的无谓丢失，可以在 Device A 的出口对报文进行流量整形处理。将超出流量整形特性

的报文缓存在 Device A 中。当可以继续发送下一批报文时，流量整形再从缓冲队列中取出报文进行

发送。这样，发向 Device B 的报文将都符合 Device B 的流量规定。 

4.1.4  限速 

限速分为入和出两个方向，为了方便描述，下文以出方向为例。 

利用限速可以在一个接口上限制发送报文（除紧急报文）的总速率。 

限速也是采用令牌桶进行流量控制。假如在设备的某个接口上配置了限速，所有经由该接口发送的

报文首先要经过限速的令牌桶进行处理。如果令牌桶中有足够的令牌，则报文可以发送；否则，报

文将进入 QoS 队列进行拥塞管理。这样，就可以对该接口的报文流量进行控制。 

图4-4 限速处理过程示意图 

  

 

由于采用了令牌桶控制流量，当令牌桶中存有令牌时，可以允许报文的突发性传输；当令牌桶中没

有令牌时，报文必须等到桶中生成了新的令牌后才可以继续发送。这就限制了报文的流量不能大于

令牌生成的速度，达到了限制流量，同时允许突发流量通过的目的。 

与流量监管相比，限速能够限制所有报文。当用户只要求对所有报文限速时，使用限速比较简单。 

4.2  流量监管、流量整形和限速配置限制和指导 

相邻的数据帧之间存有一定的间隙，即帧间隙。帧间隙主要有如下作用： 

• 便于设备区分不同的数据帧。 

• 设备收到数据帧后有一定的时间处理当前数据帧并预接收下一数据帧。 

流量监管、流量整形和限速中配置的承诺信息速率为剔除帧间隙后的单位时间的流量大小，所以流

量监管、流量整形和限速实际生效的数值要略大于配置的承诺信息速率的数值。 

4.3  配置流量监管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支持基于接口、VLAN、全局和上线用户应用 QoS 策略配置流量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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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定义类。 

a. 创建类，并进入类视图。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 operator { and | or } ] 

b. 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if-match match-criteria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具体规则的介绍，请参见“QoS 命令”中的 if-match 命令。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3) 定义流行为。 

a. 创建一个流行为并进入流行为视图。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name 

b. 配置流量监管动作。 
car cir committed-information-rate [ cbs committed-burst-size [ ebs 
excess-burst-size ] ] [ green action | red action | yellow action ] * 

car cir committed-information-rate [ cbs committed-burst-size ] pir 
peak-information-rate [ ebs excess-burst-size ] [ green action | red 
action | yellow action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流量监管动作。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定义策略。 

a. 创建策略并进入策略视图。 
qos policy policy-name 

b. 在策略中为类指定采用的流行为。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behavior behavior-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类对应的流行为。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应用 QoS 策略。 

具体配置请参见“2.6  应用策略” 

缺省情况下，未应用 QoS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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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配置流量整形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节中的“接口”指的是二层以太网接口。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基于队列的流量整形。 
qos gts queue queue-id cir committed-information-rate [ cbs 

committed-burst-size ] 

undo qos gts queue queue-id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配置流量整形。 

4.5  配置限速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节中的“接口”指的是二层以太网接口。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限速。 
qos lr { inbound | outbound } cir committed-information-rate [ cbs 
committed-burst-size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配置接口限速。 

4.6  流量监管、流量整形和限速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流量监管、流量整形和接口

限速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4-1 流量监管、流量整形和限速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接口的流量整形配置情况 display qos gts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限速配置情况 display qos lr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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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QoS和ACL资源的使用情况（本命令的

详细介绍，请参见“ACL和QoS命令参考”

中的“ACL”） 
display qos-acl resource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流量监管的相关配置信息 display traffic behavior user-defined 
[ behavior-name ] [ slot slot-number ] 

 

4.7  流量监管、流量整形和限速典型配置举例 

4.7.1  流量监管与流量整形典型配置举例 

1. 配置需求 

• 设备 Device A 通过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 和设备 Device B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互连 

• Server、Host A、Host B 可经由 Device A 和 Device B 访问 Internet 

• Server、Host A 与 Device A 的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在同一网段 

• Host B 与 Device A 的 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在同一网段 

要求在设备 Device A 上对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收到的源自 Server 和 Host A 的报文流分别

实施流量控制如下： 

• 来自 Server 的报文流量约束为 10240kbps，流量小于 10240kbps 时可以正常发送，流量超过

10240kbps 时则将违规报文的优先级设置为 0 后进行发送； 

• 来自 Host A 的报文流量约束为 2560kbps，流量小于 2560kbps 时可以正常发送，流量超过

2560kbps 时则丢弃违规报文； 

对设备 Device B 的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收发报文有如下要求： 

• Device B 的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接收报文的总流量限制为 20480kbps，如果超过流量

限制则将违规报文丢弃； 

• 经由 Device B 的 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进入 Internet 的报文流量限制为 10240kbps，如

果超过流量限制则将违规报文丢弃。 

2. 组网图 

图4-5 流量监管、流量整形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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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设备 Device A 

# 配置 ACL 规则列表，分别匹配来源于 Server 和 Host A 的报文流。 
[DeviceA] acl basic 2001 

[DeviceA-acl-ipv4-basic-2001] rule permit source 1.1.1.1 0 

[DeviceA-acl-ipv4-basic-2001] quit 

[DeviceA] acl basic 2002 

[DeviceA-acl-ipv4-basic-2002] rule permit source 1.1.1.2 0 

[DeviceA-acl-ipv4-basic-2002] quit 

# 创建流分类 server，匹配 Server 发出的报文流。 
[DeviceA] traffic classifier server 

[DeviceA-classifier-server] if-match acl 2001 

[DeviceA-classifier-server] quit 

# 创建流分类 host，匹配 Host 发出的报文流。 
[DeviceA] traffic classifier host 

[DeviceA-classifier-host] if-match acl 2002 

[DeviceA-classifier-host] quit 

# 创建流行为 server，动作为流量监管，cir 为 10240kbps，对超出限制的报文（红色报文）将其

DSCP 优先级设置为 0 后发送。 
[DeviceA] traffic behavior server 

[DeviceA-behavior-server] car cir 10240 red remark-dscp-pass 0 

[DeviceA-behavior-server] quit 

# 创建流行为 host，动作为流量监管，cir 为 2560kbps，由于默认对红色报文的处理方式就是丢弃，

因此无需配置。 
[DeviceA] traffic behavior host 

[DeviceA-behavior-host] car cir 2560 

[DeviceA-behavior-host] quit 

# 创建 QoS 策略，命名为 car，将流分类 server 和流行为 server 进行关联；将流分类 host 和流行

为 host 进行关联。 
[DeviceA] qos policy car 

[DeviceA-qospolicy-car] classifier server behavior server 

[DeviceA-qospolicy-car] classifier host behavior host 

[DeviceA-qospolicy-car] quit 

# 将 QoS 策略 car 应用到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入方向上。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os apply policy car inbound 

(2) 配置设备 Device B 

# 配置高级 ACL3001，匹配 HTTP 报文。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acl advanced 3001 

[DeviceB-acl-adv-3001] rule permit tcp destination-port eq 80 

[DeviceB-acl-adv-3001] quit 

# 创建流分类 http，匹配 ACL 3001。 
[DeviceB] traffic classifier http 

[DeviceB-classifier-http] if-match acl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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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classifier-http] quit 

# 创建流分类 class，匹配所有报文。 
[DeviceB]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 

[DeviceB-classifier-class] if-match any 

[DeviceB-classifier-class] quit 

# 创建流行为 car_inbound，动作为流量监管，cir 为 20480kbps，由于默认对红色报文的处理方式

就是丢弃，因此无需配置。 
[DeviceB] traffic behavior car_inbound 

[DeviceB-behavior-car_inbound] car cir 20480 

[DeviceB-behavior-car_inbound] quit 

# 创建流行为 car_outbound，动作为流量监管，cir 为 10240kbps。 
[DeviceB] traffic behavior car_outbound 

[DeviceB-behavior-car_outbound] car cir 10240 

[DeviceB-behavior-car_outbound] quit 

# 创建 QoS 策略，命名为 car_inbound，将流分类 class 和流行为 car_inbound 进行关联。 
[DeviceB] qos policy car_inbound 

[DeviceB-qospolicy-car_inbound] classifier class behavior car_inbound 

[DeviceB-qospolicy-car_inbound] quit 

# 创建 QoS 策略，命名为 car_outbound，将流分类 http 和流行为 car_outbound 进行关联。 
[DeviceB] qos policy car_outbound 

[DeviceB-qospolicy-car_outbound] classifier http behavior car_outbound 

[DeviceB-qospolicy-car_outbound] quit 

# 将 QoS 策略 car_inbound 应用到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入方向上。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os apply policy car_inbound inbound 

# 将 QoS 策略 car_outbound 应用到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的出方向上。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os apply policy car_outbound out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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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拥塞管理 

5.1  拥塞管理简介 

5.1.1  拥塞的产生、影响和对策 

所谓拥塞，是指当前供给资源相对于正常转发处理需要资源的不足，从而导致服务质量下降的一种

现象。 

在复杂的 Internet 分组交换环境下，拥塞极为常见。以下图中的两种情况为例： 

图5-1 流量拥塞示意图 

 

 

拥塞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 拥塞增加了报文传输的延迟和抖动，可能会引起报文重传，从而导致更多的拥塞产生。 

• 拥塞使网络的有效吞吐率降低，造成网络资源的利用率降低。 

• 拥塞加剧会耗费大量的网络资源（特别是存储资源），不合理的资源分配甚至可能导致系统陷

入资源死锁而崩溃。 

在分组交换以及多用户业务并存的复杂环境下，拥塞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采用适当的方法来

解决拥塞。 

拥塞管理的中心内容就是当拥塞发生时如何制定一个资源的调度策略，以决定报文转发的处理次序。

拥塞管理的处理包括队列的创建、报文的分类、将报文送入不同的队列、队列调度等。 

5.1.2  设备支持的拥塞管理方法 

对于拥塞管理，一般采用队列技术，使用一个队列算法对流量进行分类，之后用某种优先级别算法

将这些流量发送出去。 

目前设备支持如下几种队列： 

• SP 队列 

• WRR 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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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P队列 

图5-2 SP 队列示意图 

 
 

SP队列是针对关键业务类型应用设计的。关键业务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在拥塞发生时要求优先获

得服务以减小响应的延迟。以 图 5-2 为例，优先队列将端口的 8 个输出队列分成 8 类，依次为 7、
6、5、4、3、2、1、0 队列，它们的优先级依次降低。 

在队列调度时，SP 严格按照优先级从高到低的次序优先发送较高优先级队列中的分组，当较高优

先级队列为空时，再发送较低优先级队列中的分组。这样，将关键业务的分组放入较高优先级的队

列，将非关键业务的分组放入较低优先级的队列，可以保证关键业务的分组被优先传送，非关键业

务的分组在处理关键业务数据的空闲间隙被传送。 

SP 的缺点是：拥塞发生时，如果较高优先级队列中长时间有分组存在，那么低优先级队列中的报

文将一直得不到服务。 

2. WRR队列 

图5-3 WRR 队列示意图 

 
 

需由此接口发送的分组

分类 调度

Queue 7

Queue 6

Queue 1

Queue 0

发送的分组

发送的队列

接口

……

高优先级

低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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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R 队列在队列之间进行轮流调度，保证每个队列都得到一定的服务时间。以端口有 8 个输出队

列为例，WRR 可为每个队列配置一个加权值（依次为 w7、w6、w5、w4、w3、w2、w1、w0），
加权值表示获取资源的比重。如一个 100Mbps 的端口，配置它的 WRR 队列的加权值为 50、50、
30、30、10、10、10、10（依次对应 w7、w6、w5、w4、w3、w2、w1、w0），这样可以保证最

低优先级队列至少获得 5Mbps 的带宽，解决了采用 SP 调度时低优先级队列中的报文可能长时间得

不到服务的问题。 

WRR 队列还有一个优点是，虽然多个队列的调度是轮询进行的，但对每个队列不是固定地分配服

务时间片——如果某个队列为空，那么马上换到下一个队列调度，这样带宽资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

用。 

WRR 队列分为： 

• 基本 WRR 队列：基本 WRR 队列包含多个队列，用户可以定制各个队列的权重，WRR 按用

户设定的参数进行加权轮询调度。 

• 分组 WRR 队列：所有队列全部采用 WRR 调度，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将输出队列划分为 WRR
优先级队列组 1 和 WRR 优先级队列组 2。进行队列调度时，设备首先在 WRR 优先级队列组

1 中进行轮询调度；优先级队列组 1 中没有报文发送时，设备才在优先级队列组 2 中进行轮询

调度。当前设备仅支持 WRR 优先级队列组 1。 

在分组 WRR 队列中，也可以配置队列加入 SP 分组，采用严格优先级调度算法。调度时先调度 SP
组，然后调度其他 WRR 优先组。 

5.2  拥塞管理配置任务简介 

拥塞管理配置任务如下： 

• 配置接口队列 

请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配置SP队列 

 配置WRR队列 

 配置SP+WRR队列 

• 配置队列调度策略 

5.3  配置接口队列 

5.3.1  接口队列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节中的“接口”指的是二层以太网接口。 

display qos queue interface 命令显示信息中的 Queue ID、Queue name、Group、weight
字段下的信息组成了一个队列调度模板。 

设备最多支持 8个队列调度模板，除接口缺省队列调度模板、IRF物理端口队列调度模板和设备CPU
的预定义队列调度模板外，如果多个端口需要使用同一个自定义的队列调度模板，则至少需要存在

一个剩余自定义队列调度模板。 

当设备上自定义队列调度模板用尽后，可通过配置队列调度策略的方式配置接口的拥塞管理，关于

队列调度策略的配置的配置方式，请查看 5.4  配置队列调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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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配置SP队列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SP 队列。 
qos sp 

缺省情况下，接口采用 WRR 调度算法，各队列按照每次轮询可发送的字节数进行计算。 

5.3.3  配置WRR队列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WRR 队列。 
qos wrr weight 

接口采用 WRR 调度算法，各队列按照每次轮询可发送的报文个数进行计算。 

(4) 配置分组 WRR 队列的参数。 
qos wrr queue-id group 1 weight schedule-value 

所有队列都处于 WRR 调度组 1 中，调度权重从队列 0 到 7 分别为 1、2、3、4、5、9、13、
15，各队列按照每次轮询可发送的报文个数进行计算。 

5.3.4  配置SP+WRR队列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WRR 队列。 
qos wrr weight 

缺省情况下，接口采用 WRR 调度算法，各队列按照每次轮询可发送的报文个数进行计算。 

(4) 配置队列加入 SP 组，采用严格优先级调度算法。 
qos wrr queue-id group sp 

当接口使用 WRR 队列时，所有队列均处于 WRR 调度组 1 中。 

(5) 配置队列加入 WRR 调度组。 
qos wrr queue-id group 1 weight schedule-value 

当接口使用 WRR 队列时，所有队列都处于 WRR 调度组 1 中，调度权重从队列 0 到 7 分别为

1、2、3、4、5、9、13、15，各队列按照每次轮询可发送的报文个数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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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配置队列调度策略 

5.4.1  队列调度策略简介 

队列调度策略配置是在一个策略中配置各个队列的调度参数，最后通过在接口应用该策略来实现拥

塞管理功能。 

队列调度策略中的队列支持两种调度方式：SP和WRR。在一个队列调度策略中支持SP和WRR的

混合配置。具体调度方式，可参见 5.1.2  设备支持的拥塞管理方法中介绍的内容。以SP和WRR分

组混合配置为例，调度关系如 图 5-4 所示。 

图5-4 SP 和 WRR 混合配置图 

 
 

• 设备优先调度 SP 组队列中的报文。 

• 队列 7（即图中的 Q7，下同）在 SP 组中优先级最高，该队列的报文优先发送。 

• 队列 5 在 SP 组中优先级次之，队列 7 为空时发送本队列的报文。 

• 队列 6、4、3、2、1、0 之间按照权重轮询调度，在队列 7、5 为空时调度 WRR 分组 1。 

5.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配置队列调度策略时需要注意的是： 

• 队列调度策略中队列的调度参数支持动态修改，从而方便修改已经应用的队列调度策略。 

• 本节中的“接口”指的是二层以太网接口。 

5.4.3  创建队列调度策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队列调度策略，并进入相应的队列调度策略视图。 
qos qmprofile profile-name 

(3) （可选）配置队列调度参数。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严格优先级调度： 
queue queue-id sp  

 配置加权轮询调度： 
queue queue-id wrr group group-id { weight | byte-count } 
schedule-value  

Q7 Q6 Q2 Q1 Q0Q5 Q4 Q3

SP group WRR gro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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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队列调度策略的内容是所有队列均采用 SP 方式调度。 

5.4.4  应用队列调度策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已创建的队列调度策略视图。 
qos qmprofile profile-name 

(3) 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接口出方向上应用队列调度策略。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qos apply qmprofile profile-name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应用队列调度策略。 

5.4.5  队列调度策略典型配置举例 

1. 配置需求 

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队列调度方式如下： 

• 队列 7 优先级最高，该队列报文优先发送。 

• 队列 0～6 之间按照权重轮询调度，属于 WRR 分组，使用报文个数作为调度权重，分别为 2、
1、2、4、6、8、10，在队列 7 为空时调度 WRR 分组。 

2. 配置步骤 

# 进入系统视图。 
<Sysname> system-view 

# 创建队列调度策略 qm1。 
[Sysname] qos qmprofile qm1 

[Sysname-qmprofile-qm1] 

# 配置队列 7 为 SP 队列。 
[Sysname-qmprofile-qm1] queue 7 sp 

# 配置队列 0～6 属于 WRR 分组 1，使用报文个数作为调度权重，分别为 2、1、2、4、6、8、10。 
[Sysname-qmprofile-qm1] queue 0 wrr group 1 weight 2 

[Sysname-qmprofile-qm1] queue 1 wrr group 1 weight 1 

[Sysname-qmprofile-qm1] queue 2 wrr group 1 weight 2 

[Sysname-qmprofile-qm1] queue 3 wrr group 1 weight 4 

[Sysname-qmprofile-qm1] queue 4 wrr group 1 weight 6 

[Sysname-qmprofile-qm1] queue 5 wrr group 1 weight 8 

[Sysname-qmprofile-qm1] queue 6 wrr group 1 weight 10 

[Sysname-qmprofile-qm1] quit 

# 把队列调度策略 qm1 应用到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 
[Sysnam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 qos apply qmprofile qm1 

配置完成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按指定方式进行队列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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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拥塞管理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队列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5-1 拥塞管理的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队列调度策略的配置信息 display qos qmprofile configuration [ profile-name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接口的队列调度策略应用信息 display qos qmprofile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端口队列出方向的统计信息 display qos queue-statistics interface outbound 

显示SP队列 display qos queue sp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WRR队列的配置 display qos queue wrr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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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流量过滤 

6.1  流量过滤简介 

流量过滤是指对符合流分类的流进行过滤的动作。例如，可以根据网络的实际情况禁止从某个源 IP
地址发送的报文通过。 

6.2  流量过滤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支持基于接口、VLAN、全局和上线用户应用 QoS 策略配置流量过滤。 

6.3  配置流量过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定义类。 

a. 创建一个类，并进入类视图。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 operator { and | or } ] 

b. 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if-match match-criteria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具体规则的介绍，请参见“QoS 命令”中的 if-match 命令。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3) 定义流行为。 

a. 创建一个流行为，并进入流行为视图。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name 

b. 配置流量过滤动作。 
filter { deny | permi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流量过滤动作。 

如果配置了 filter deny 命令，则在该流行为视图下配置的其他流行为（除流量统计外）

都不会生效。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定义策略。 

a. 创建策略并进入策略视图。 
qos policy policy-name 

b. 在策略中为类指定采用的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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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behavior behavior-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类对应的流行为。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应用 QoS 策略。 

具体配置请参见“2.6  应用策略” 

缺省情况下，未应用 QoS 策略。 

(6) （可选）显示流量过滤的相关配置信息。 
display traffic behavior user-defined [ behavior-name ] 

6.4  流量过滤典型配置举例 

6.4.1  流量过滤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Host 通过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入设备 Device。 

配置流量过滤功能，对接口GigabitEthernet1/0/1接收的源端口号不等于 21的 TCP报文进行丢弃。 

2. 组网图 

图6-1 流量过滤基本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定义高级 ACL 3000，匹配源端口号不等于 21 的数据流。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acl advanced 3000 

[Device-acl-ipv4-adv-3000] rule 0 permit tcp source-port neq 21 

[Device-acl-ipv4-adv-3000] quit 

# 定义类 classifier_1，匹配高级 ACL 3000。 
[Device]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_1 

[Device-classifier-classifier_1] if-match acl 3000 

[Device-classifier-classifier_1] quit 

# 定义流行为 behavior_1，动作为流量过滤（deny），对数据包进行丢弃。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_1 

[Device-behavior-behavior_1] filter deny 

[Device-behavior-behavior_1] quit 

# 定义策略 policy，为类 classifier_1 指定流行为 behavior_1。 
[Device] qos policy policy 

[Device-qospolicy-policy] classifier classifier_1 behavior behavior_1 

[Device-qospolicy-policy] quit 



 

6-3 

# 将策略 policy 应用到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入方向上。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os apply policy policy i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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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标记 

7.1  重标记简介 

重标记是将报文的优先级或者标志位进行设置，重新定义报文的优先级等。例如，对于 IP 报文来说，

可以利用重标记对 IP 报文中的 DSCP 值进行重新设置，控制 IP 报文的转发。 

重标记动作的配置，可以通过与类关联，将原来报文的优先级或标志位重新进行标记。 

重标记可以和优先级映射功能配合使用，具体请参见“3 优先级映射”。 

7.2  配置重标记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支持基于接口、VLAN、全局和上线用户应用 QoS 策略配置重标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定义类。 

a. 创建一个类，并进入类视图。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 operator { and | or } ] 

b. 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if-match match-criteria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具体规则的介绍，请参见“QoS 命令”中的 if-match 命令。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3) 定义流行为 

a. 创建一个流行为，并进入流行为视图。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name 

b. 重新标记报文的动作。 

具体重标记动作的介绍，请查看“QoS 命令”中的 remark 命令。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定义策略。 

a. 创建一个策略，并进入策略视图。 
qos policy policy-name 

b. 在策略中为类指定采用的流行为。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behavior behavio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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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指定类对应的流行为。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应用 QoS 策略。 

具体配置请参见“2.6  应用策略” 

缺省情况下，未应用 QoS 策略。 

(6) （可选）显示重标记的相关配置信息。 
display traffic behavior user-defined [ behavior-name ] 

7.3  重标记典型配置举例 

7.3.1  重标记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公司企业网通过 Device 实现互连。网络环境描述如下： 

• Host A 和 Host B 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入 Device； 

• 数据库服务器、邮件服务器和文件服务器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接入 Device。 

通过配置重标记功能，Device 上实现如下需求： 

• 优先处理 Host A 和 Host B 访问数据库服务器的报文； 

• 其次处理 Host A 和 Host B 访问邮件服务器的报文； 

• 最后处理 Host A 和 Host B 访问文件服务器的报文。 

2. 组网图 

图7-1 重标记基本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定义高级 ACL 3000，对目的 IP 地址为 192.168.0.1 的报文进行分类。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acl advanced 3000 

[Device-acl-ipv4-adv-3000] rule permit ip destination 192.168.0.1 0 

[Device-acl-ipv4-adv-300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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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高级 ACL 3001，对目的 IP 地址为 192.168.0.2 的报文进行分类。 
[Device] acl advanced 3001 

[Device-acl-ipv4-adv-3001] rule permit ip destination 192.168.0.2 0 

[Device-acl-ipv4-adv-3001] quit 

# 定义高级 ACL 3002，对目的 IP 地址为 192.168.0.3 的报文进行分类。 
[Device] acl advanced 3002 

[Device-acl-ipv4-adv-3002] rule permit ip destination 192.168.0.3 0 

[Device-acl-ipv4-adv-3002] quit 

# 定义类 classifier_dbserver，匹配高级 ACL 3000。 
[Device]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_dbserver 

[Device-classifier-classifier_dbserver] if-match acl 3000 

[Device-classifier-classifier_dbserver] quit 

# 定义类 classifier_mserver，匹配高级 ACL 3001。 
[Device]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_mserver 

[Device-classifier-classifier_mserver] if-match acl 3001 

[Device-classifier-classifier_mserver] quit 

# 定义类 classifier_fserver，匹配高级 ACL 3002。 
[Device]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_fserver 

[Device-classifier-classifier_fserver] if-match acl 3002 

[Device-classifier-classifier_fserver] quit 

# 定义流行为 behavior_dbserver，动作为重标记报文的本地优先级为 4。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_dbserver 

[Device-behavior-behavior_dbserver] remark local-precedence 4 

[Device-behavior-behavior_dbserver] quit 

# 定义流行为 behavior_mserver，动作为重标记报文的本地优先级为 3。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_mserver 

[Device-behavior-behavior_mserver] remark local-precedence 3 

[Device-behavior-behavior_mserver] quit 

# 定义流行为 behavior_fserver，动作为重标记报文的本地优先级为 2。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_fserver 

[Device-behavior-behavior_fserver] remark local-precedence 2 

[Device-behavior-behavior_fserver] quit 

# 定义策略 policy_server，为类指定流行为。 
[Device] qos policy policy_server 

[Device-qospolicy-policy_server] classifier classifier_dbserver behavior behavior_dbserver 

[Device-qospolicy-policy_server] classifier classifier_mserver behavior behavior_mserver 

[Device-qospolicy-policy_server] classifier classifier_fserver behavior behavior_fserver 

[Device-qospolicy-policy_server] quit 

# 将策略 policy_server 应用到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os apply policy policy_server inboun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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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est 
8.1  Nest简介 

Nest 用来为符合流分类的流添加一层 VLAN Tag，使携带该 VLAN Tag 的报文通过对应 VLAN。例

如，为从用户网络进入运营商网络的 VLAN 报文添加外层 VLAN Tag，使其携带运营商网络分配的

VLAN Tag 穿越运营商网络。 

8.2  Nest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支持基于接口、VLAN、全局和上线用户入方向应用 QoS 策略配置 Nest。 

如果该接口已使能 QinQ 功能，且 QoS 策略中配置了匹配 VLAN Tag VLAN ID 的规则，则该接口必

须允许 VLAN ID 匹配的报文带 Tag 通过，才能保证 QinQ 功能和 Nest 同时生效，否则 Nest 将不会

生效。 

8.3  配置Nest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定义类。 

a. 创建一个类，并进入类视图。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 operator { and | or } ] 

b. 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if-match match-criteria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具体规则的介绍，请参见“QoS 命令”中的 if-match 命令。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3) 定义流行为。 

a. 创建一个流行为，并进入流行为视图。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name 

b. 配置添加报文的外层 VLAN Tag 的动作。 
nest top-most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添加报文外层 VLAN Tag 动作。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定义策略。 

a. 创建一个策略，并进入策略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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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policy policy-name 

b. 在策略中为类指定采用的流行为。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behavior behavior-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类对应的流行为。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应用 QoS 策略。 

具体配置请参见“2.6  应用策略” 

缺省情况下，未应用 QoS 策略。 

(6) （可选）显示 Nest 的相关配置信息。 
display traffic behavior user-defined [ behavior-name ] 

8.4  Nest典型配置举例 

8.4.1  Nest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VPN A 中的 Site 1 和 Site 2 是某公司的两个分支机构，利用 VLAN 5 承载业务。由于分处不

同地域，这两个分支机构采用了服务提供商（SP）所提供的 VPN 接入服务，SP 将 VLAN 100
分配给这两个分支机构使用。 

• 该公司希望其下属的这两个分支机构可以跨越 SP 的网络实现互通。 

2. 组网图 

图8-1 Nest 基本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PE 1 

# 定义类 test 的匹配规则为：匹配从 GigabitEthernet1/0/1 收到的 VLAN ID 值为 5 的报文。 
<PE1>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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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 traffic classifier test 

[PE1-classifier-test] if-match service-vlan-id 5 

[PE1-classifier-test] quit 

# 在流行为 test 上配置如下动作：添加 VLAN ID 为 100 的外层 VLAN Tag。 
[PE1] traffic behavior test 

[PE1-behavior-test] nest top-most vlan 100 

[PE1-behavior-test] quit 

# 在策略 test 中为类 test 指定采用流行为 test。 
[PE1] qos policy test 

[PE1-qospolicy-test] classifier test behavior test 

[PE1-qospolicy-test] quit 

# 配置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Hybrid 端口且允许 VLAN 100 的报文不携带 VLAN Tag 通

过。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PE1-GigabitEthernet1/0/1] port hybrid vlan 100 untagged 

# 在下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入方向上应用上行策略 test。 
[PE1-GigabitEthernet1/0/1] qos apply policy test inbound 

[PE1-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上行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00 通过。 
[PE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PE1-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0 

[PE1-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PE 2 

PE 2 的配置与 PE 1 完全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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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流量重定向 

9.1  流量重定向简介 

流量重定向就是将符合流分类的流重定向到其他地方进行处理。 

目前支持的流量重定向包括以下几种： 

• 重定向到 CPU：对于需要 CPU 处理的报文，可以通过配置上送给 CPU。 

• 重定向到接口：对于收到需要由某个接口处理的报文时，可以通过配置重定向到此接口。 

9.2  流量重定向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流量重定向时需要注意的是： 

• 设备支持基于接口、VLAN、全局和上线用户的入方向应用 QoS 策略配置流量重定向。 

• 在配置重定向动作时，同一个流行为中，多次配置重定向命令，最后一次配置的生效。 

9.3  配置流量重定向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定义类。 

a. 创建一个类，并进入类视图。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 operator { and | or } ] 

b. 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if-match match-criteria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具体规则的介绍，请参见“QoS 命令”中的 if-match 命令。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3) 定义流行为 

a. 创建一个流行为，并进入流行为视图。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name 

b. 配置流量重定向动作。 
redirect { cpu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流量重定向动作。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定义策略。 

a. 创建一个策略，并进入策略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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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policy policy-name 

b. 在策略中为类指定采用的流行为。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behavior behavior-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类对应的流行为。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应用 QoS 策略。 

具体配置请参见“2.6  应用策略” 

缺省情况下，未应用 QoS 策略。 

(6) （可选）显示流量重定向的相关配置信息。 
display traffic behavior user-defined [ behavior-name ] 

9.4  流量重定向典型配置举例 

9.4.1  重定向至接口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网络环境描述如下： 

• Device A 通过两条链路与 Device B 连接，同时 Device A 和 Device B 各自连接其他的设备； 

• Device A 上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的链路类型为 Trunk 类型，且允许 VLAN200 和

VLAN201 的报文通过； 

• Device A 上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和 Device B 上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属于

VLAN 200； 

• Device A 上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和 Device B 上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属于

VLAN 201； 

• Device A 上接口 Vlan-interface200 的 IP 地址为 200.1.1.1/24，接口 Vlan-interface201 的 IP
地址为 201.1.1.1/24； 

• Device B 上接口 Vlan-interface200 的 IP 地址为 200.1.1.2/24，接口 Vlan-interface201 的 IP
地址为 201.1.1.2/24。 

配置重定向至接口，满足如下需求： 

• 将 Device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收到的源 IP 地址为 2.1.1.1 的报文转发至

GigabitEthernet1/0/2； 

• 将 Device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收到的源 IP 地址为 2.1.1.2 的报文转发至

GigabitEthernet1/0/3； 

• 对于 Device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收到的其它报文，按照查找路由表的方式进行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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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9-1 重定向至接口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定义基本 ACL 2000，对源 IP 地址为 2.1.1.1 的报文进行分类。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acl basic 2000 

[DeviceA-acl-ipv4-basic-2000] rule permit source 2.1.1.1 0 

[DeviceA-acl-ipv4-basic-2000] quit 

# 定义基本 ACL 2001，对源 IP 地址为 2.1.1.2 的报文进行分类。 
[DeviceA] acl basic 2001 

[DeviceA-acl-ipv4-basic-2001] rule permit source 2.1.1.2 0 

[DeviceA-acl-ipv4-basic-2001] quit 

# 定义类 classifier_1，匹配基本 ACL 2000。 
[DeviceA]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_1 

[DeviceA-classifier-classifier_1] if-match acl 2000 

[DeviceA-classifier-classifier_1] quit 

# 定义类 classifier_2，匹配基本 ACL 2001。 
[DeviceA]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_2 

[DeviceA-classifier-classifier_2] if-match acl 2001 

[DeviceA-classifier-classifier_2] quit 

# 定义流行为 behavior_1，动作为重定向至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A]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_1 

[DeviceA-behavior-behavior_1] redirec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behavior-behavior_1] quit 

# 定义流行为 behavior_2，动作为重定向至 GigabitEthernet1/0/3。 
[DeviceA]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_2 

[DeviceA-behavior-behavior_2] redirec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A-behavior-behavior_2] quit 

# 定义策略 policy，为类 classifier_1 指定流行为 behavior_1，为类 classifier_2 指定流行为

behavior_2。 
[DeviceA] qos policy policy 

[DeviceA-qospolicy-policy] classifier classifier_1 behavior behavior_1 

[DeviceA-qospolicy-policy] classifier classifier_2 behavior behavior_2 

[DeviceA-qospolicy-policy] quit 

# 将策略 policy 应用到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入方向上。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os apply policy policy in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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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局CAR 

10.1  全局CAR简介 

全局 CAR 是在全局创建的一种策略，所有应用该策略的数据流将共同接受全局 CAR 的监管。全局

CAR 分为聚合 CAR 和分层 CAR。 

10.1.1  聚合CAR 

聚合 CAR 是指能够对多个业务流使用同一个 CAR 进行流量监管，即如果多个端口应用同一聚合

CAR，则这多个端口的流量之和必须在此聚合 CAR 设定的流量监管范围之内。 

10.1.2  分层CAR 

分层 CAR 是一种更灵活的流量监管策略，用户可以在为每个流单独配置 CAR 动作（或聚合 CAR）

的基础上，再通过分层 CAR 对多个流的流量总和进行限制。 

分层 CAR 与普通 CAR（或聚合 CAR）的结合应用有两种模式： 

• and：在该模式下，对于多条数据流应用同一个分层 CAR，必须每条流满足各自的普通 CAR
（或聚合 CAR）配置，同时各流量之和又满足分层 CAR 的配置，流量才能正常通过。and 模

式适用于严格限制流量带宽的环境，分层 CAR 的限速配置通常小于各流量自身 CAR 的限速

值之和。例如对于 Internet流量，可以使用普通CAR将数据流1和数据流2各自限速为240kbps，
再使用分层 CAR 限制总流量为 320kbps。当不存在数据流 1 时，数据流 2 可以用达到自身限

速上限的速率访问 Internet，如果存在数据流 1，则两个数据流不能超过各自限速且总速率不

能超过 320kbps。 

• or：在该模式下，对于多条数据流应用同一个分层 CAR，只要每条流满足各自的普通 CAR（或

聚合 CAR）配置或者各流量之和满足分层 CAR 配置，流量即可正常通过。or 模式适用于保

证高优先级业务带宽的环境，分层 CAR 的限速值通常等于或大于各流量自身的限速值之和。

例如对于视频流量，使用普通 CAR 将数据流 1 和数据流 2 各自限速 240kbps，再使用分层

CAR 限制总流量为 560kbps，则当数据流 1 的流量不足 240kbps 时，即使数据流 2 的流量达

到了 320kbps，仍然可以正常通过。 
两种模式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达到合理利用带宽的效果。例如，存在一条视频流和一条数据流，使用普通 CAR将数据流限速 1024kbps、视频流限速 2048kbps。连接视频流接口采用 or 模式 CAR限速 3072kbps，因为可能存在多台视频设备同时上线出现的突发流量，当视频设备流量速率超出 2048kbps 时，如果总体流量资源仍有剩余（即数据流速率在 1024kbps 以内），这时视频流可以临时借用数据流的带宽；同时，连接数据流接口采用 and 模式 CAR限速 3072kbps，确保数据流量不能超出自身限速的 1024kbps。 

10.2  全局CAR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前设备仅支持聚合 CAR。 

当前设备支持基于接口、VLAN、全局和上线用户入方向应用 QoS 策略配置聚合 CAR。 

10.3  配置聚合CAR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定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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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创建一个类，并进入类视图。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 operator { and | or } ] 

b. 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if-match match-criteria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具体规则的介绍，请参见“QoS 命令”中的 if-match 命令。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3) 配置聚合 CAR。 
qos car car-name aggregative cir committed-information-rate [ cbs 

committed-burst-size [ ebs excess-burst-size ] ] [ green action | red 
action | yellow action ] * 

qos car car-name aggregative cir committed-information-rate [ cbs 
committed-burst-size ] pir peak-information-rate [ ebs 
excess-burst-size ] [ green action | red action | yellow action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聚合 CAR。 

(4) 定义流行为。 

a. 进入流行为视图。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name 

b. 在流行为中应用聚合 CAR 动作。 
car name car-name 

缺省情况下，流行为中未应用聚合 CAR 动作。 

(5) 定义策略。 

a. 创建一个策略，并进入策略视图。 
qos policy policy-name 

b. 在策略中为类指定采用的流行为。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behavior behavior-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类对应的流行为。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6) 应用 QoS 策略。 

具体配置请参见“2.6  应用策略” 

缺省情况下，未应用 QoS 策略。 

10.4  全局CAR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全局 CAR 的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全局 CAR 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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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全局 CAR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全局CAR的配置和统计信息 display qos car name [ car-name ] 

清除全局CAR的统计信息 reset qos car name [ car-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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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流量统计 

11.1  流量统计简介 

流量统计就是通过与类关联，对符合匹配规则的流进行统计。例如，可以统计从某个源 IP 地址发送

的报文，然后管理员对统计信息进行分析，根据分析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11.2  流量统计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支持基于接口、VLAN、全局和上线用户应用 QoS 策略配置流量统计。 

11.3  配置流量统计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定义类。 

a. 创建一个类，并进入类视图。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 operator { and | or } ] 

b. 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if-match match-criteria 

缺省情况下，未定义匹配数据包的规则。 

具体规则的介绍，请参见“QoS 命令”中的 if-match 命令。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3) 定义流行为。 

a. 创建一个流行为，并进入流行为视图。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name 

b. 为流行为配置流量统计动作。 
accounting { byte | packe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流量统计动作。 

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4) 定义策略。 

a. 创建一个策略，并进入策略视图。 
qos policy policy-name 

b. 在策略中为类指定采用的流行为。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behavior behavior-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类对应的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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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应用 QoS 策略。 

具体配置请参见“2.6  应用策略” 

缺省情况下，未应用 QoS 策略。 

(6) （可选）显示流量统计的相关配置信息。 
display traffic behavior user-defined [ behavior-name ] 

11.4  流量统计典型配置举例 

11.4.1  流量统计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网络描述如下：Host 通过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入设备 Device。 

配置流量统计功能，对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收的源 IP 地址为 1.1.1.1/24 的报文进行统计。 

2. 组网图 

图11-1 流量统计基本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定义基本 ACL 2000，对源 IP 地址为 1.1.1.1 的报文进行分类。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acl basic 2000 

[Device-acl-ipv4-basic-2000] rule permit source 1.1.1.1 0 

[Device-acl-ipv4-basic-2000] quit 

# 定义类 classifier_1，匹配基本 ACL 2000。 
[Device]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_1 

[Device-classifier-classifier_1] if-match acl 2000 

[Device-classifier-classifier_1] quit 

# 定义流行为 behavior_1，动作为流量统计。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_1 

[Device-behavior-behavior_1] accounting packet 

[Device-behavior-behavior_1] quit 

# 定义策略 policy，为类 classifier_1 指定流行为 behavior_1。 
[Device] qos policy policy 

[Device-qospolicy-policy] classifier classifier_1 behavior behavior_1 

[Device-qospolicy-policy] quit 

# 将策略 policy 应用到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入方向上。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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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os apply policy policy inboun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查看配置后流量统计的情况。 
[Device] display qos polic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Direction: Inbound 

  Policy: policy 

   Classifier: classifier_1 

     Operator: AND 

     Rule(s) : 

      If-match acl 2000 

     Behavior: behavior_1 

      Accounting enable: 

        28529 (Pa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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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附录 

12.1  附录 A 缩略语表 

表12-1 附录 A 缩略语表 

缩略语 英文全名 中文解释 

AF Assured Forwarding 确保转发 

BE Best Effort 尽力转发 

BQ Bandwidth Queuing 带宽队列 

CAR Committed Access Rate 承诺访问速率 

CBS Committed Burst Size 承诺突发尺寸 

CBWFQ Class Based Weighted Fair Queuing 基于类的加权公平队列 

CE Customer Edge 用户边缘设备 

CIR Committed Information Rate 承诺信息速率 

CQ Custom Queuing 定制队列 

DAR Deeper Application Recognition 深度应用识别 

DiffServ Differentiated Service 区分服务 

DoS Denial of Service 拒绝服务 

DSCP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Code Point 区分服务编码点 

EACL Enhanced ACL 增强型ACL 

EBS Excess Burst Size 超出突发尺寸 

ECN Explicit Congestion Notification 显示拥塞通知 

EF Expedited Forwarding 加速转发 

FEC Forwarding Equivalance Class 转发等价类 

FIFO First in First out 先入先出 

FQ Fair Queuing 公平队列 

GTS Generic Traffic Shaping 通用流量整形 

IntServ Integrated Service 综合服务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LFI Link Fragmentation and Interleaving 链路分片与交叉 

LLQ Low Latency Queuing 低时延队列 

LR Line Rate 限速 

LSP Label Switched Path 标签交换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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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文全名 中文解释 

P2P Peer-to-Peer 对等 

PE Provider Edge 服务提供商网络边缘 

PHB Per-hop Behavior 单中继段行为 

PIR Peak Information Rate 峰值信息速率 

PQ Priority Queuing 优先队列 

PW Pseudowire 伪线 

QoS Quality of Service 服务质量 

RED Random Early Detection 随机早期检测 

RSVP Resource Reservation Protocol 资源预留协议 

RTP 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实时传输协议 

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服务水平协议 

SP Strict Priority 严格优先级队列 

TE Traffic Engineering 流量工程 

ToS Type of Service 服务类型 

TP Traffic Policing 流量监管 

TS Traffic Shaping 流量整形 

VoIP Voice over IP 在IP网络上传送语音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虚拟专用网络 

VSI Virtual Station Interface 虚拟服务器接口 

WFQ Weighted Fair Queuing 加权公平队列 

WRED Weighted Random Early Detection 加权随机早期检测 

WRR Weighted Round Robin 加权轮询队列 

 

12.2  附录 B 缺省优先级映射表 

 

dscp-dscp 映射表的缺省映射关系为：映射输出值等于输入值。 

 

表12-2 dot1p-lp 缺省映射关系 

映射输入索引 dot1p-lp 映射 

dot1p lp 

0 0 



 

12-3 

映射输入索引 dot1p-lp 映射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表12-3 dscp-dot1p 缺省映射关系 

映射输入索引 dscp-dot1p 映射 

dscp dot1p 

0～7 0 

8～15 1 

16～23 2 

24～31 3 

32～39 4 

40～47 5 

48～55 6 

56～63 7 

 

表12-4 端口优先级和 LP 映射关系 

端口优先级 LP 

0 0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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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附录 C 各种优先级介绍 

12.3.1  IP优先级和DSCP优先级 

图12-1 ToS 和 DS 域 

 
 

如 图 12-1 所示，IP报文头的ToS字段有 8 个bit，其中前 3 个bit表示的就是IP优先级，取值范围为 0～
7。RFC 2474 中，重新定义了IP报文头部的ToS域，称之为DS（Differentiated Services，差分服

务）域，其中DSCP优先级用该域的前 6 位（0～5 位）表示，取值范围为 0～63，后 2 位（6、7
位）是保留位。 

表12-5 IP 优先级说明 

IP 优先级（十进制） IP 优先级（二进制） 关键字 

0 000 routine 

1 001 priority 

2 010 immediate 

3 011 flash 

4 100 flash-override 

5 101 critical 

6 110 internet 

7 111 network 

 

表12-6 DSCP 优先级说明 

DSCP 优先级（十进制） DSCP 优先级（二进制） 关键字 

46 101110 ef 

10 001010 af11 

12 001100 af12 

14 001110 af13 

18 010010 af21 

20 010100 af22 

22 010110 a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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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CP 优先级（十进制） DSCP 优先级（二进制） 关键字 

26 011010 af31 

28 011100 af32 

30 011110 af33 

34 100010 af41 

36 100100 af42 

38 100110 af43 

8 001000 cs1 

16 010000 cs2 

24 011000 cs3 

32 100000 cs4 

40 101000 cs5 

48 110000 cs6 

56 111000 cs7 

0 000000 be（default） 

 

12.3.2  802.1p优先级 

802.1p 优先级位于二层报文头部，适用于不需要分析三层报头，而需要在二层环境下保证 QoS 的

场合。 

图12-2 带有 802.1Q 标签头的以太网帧 

 
 

如 图 12-2 所示，4 个字节的 802.1Q标签头包含了 2 个字节的TPID（Tag Protocol Identifier，标签

协议标识符）和 2 个字节的TCI（Tag Control Information，标签控制信息），TPID取值为 0x8100，
图 12-3 显示了 802.1Q标签头的详细内容，Priority字段就是 802.1p优先级。之所以称此优先级为

802.1p优先级，是因为有关这些优先级的应用是在 802.1p规范中被详细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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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802.1Q 标签头 

 
 

表12-7 802.1p 优先级说明 

802.1p 优先级（十进制） 802.1p 优先级（二进制） 关键字 

0 000 best-effort 

1 001 background 

2 010 spare 

3 011 excellent-effort 

4 100 controlled-load 

5 101 video 

6 110 voice 

7 111 network-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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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缓冲区 

1.1  数据缓冲区简介 

1.1.1  数据缓冲区分类 

数据缓冲区用来临时存储报文，以免报文丢失。如 图 1-1 所示，数据缓冲区分为接收缓冲区和发送

缓冲区： 

• 接收缓冲区：用来缓存接收的数据。当设备的 CPU 繁忙时，端口不能立即将收到的报文交给

CPU 处理，会将数据暂时存储到接收缓冲区； 

• 发送缓冲区：用来缓存发送的数据。当网络拥塞时，端口不能立即发送数据，为防止数据丢

失，会将数据暂时存储到发送缓冲区。 

图1-1 数据缓冲区划分示意图 

 

 

1.1.2  cell资源和packet资源 

发送数据缓冲区和接收数据缓冲区在缓存数据时，都会同时用到两类资源： 

• cell 资源：用来存储数据包的内容，端口会根据报文的实际大小占用相应大小的 cell 资源。比

如一个 cell 资源是 208 字节，当发送的报文是 128 字节时，端口会给它分配一个 cell 资源，

当发送的报文是 300 字节时，端口会给它分配两个 cell 资源。 

• packet 资源：用来存储报文的指针，指针指明报文在 cell 资源中的存放位置。设备每发送/接
收一个数据包，无论该数据包的长度是多少，均占用 1 个 packet 资源。 

当端口接收/发送报文时，既使用相当于报文长度的 cell 资源，同时也使用相当于报文数量的 packet
资源。 

1.1.3  固定区域和共享区域 

cell 资源和 packet 资源又分别分为共享区域和固定区域。 

• 固定区域是按队列划分的，每个队列又按端口均分，如 图 1-2 所示。如果设备CPU繁忙或网

络发生拥塞，设备在接收或发送报文时，会根据一定的策略将报文分发到相应的队列。如果

该端口的该队列缓冲区满，则放到共享区域中的相应队列；如果共享区域中该队列满，则将

报文丢弃。在固定缓冲区中，系统会根据用户的配置给队列预留指定大小的空间，即便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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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没有报文存储需求，其他队列也不能抢占。给队列预留的空间均分给每个端口的，即使某

端口的某队列没有报文存储需求，其他端口也不能抢占。 

• 共享缓冲区只按队列划分，不再按端口均分，如 图 1-2 所示。系统会根据用户配置以及实际

需要收发报文的数量决定每个队列实际可占用的缓冲区的大小。如果某个队列没有报文存储

需求，则其他队列会抢占该队列的配额。对于某个队列的缓冲区，所有端口接收或发送的报

文采用抢占的方式，先到先得，如果资源耗尽，则后到达的报文将被丢弃。 

图1-2 固定区域和共享区域划分示意图 

 

 

1.2  数据缓冲区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式配置数据缓冲区： 

• 配置 Burst 功能自动分配缓冲区 

• 手工配置数据缓冲区 

开启数据缓冲区自动分配功能后，如下缓冲区的比例将发生变化： 

• 每个队列最多可使用缓冲区中固定区域比例。 

• 每个队列最多可使用缓冲区中共享区域的比例。 

• 缓冲区中共享区域所占比例。 

开启前后的具体变化情况，可通过 display buffer 命令查看。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两种数据缓冲区的配置方式不能同时使用，如果已经使用某一种方式进行了配

置，则必须先取消该方式的配置之后，才能使用另外一种方式进行配置。否则，配置失败。 

数据缓冲区的配置比较复杂，而且对设备的转发功能有重要的影响，建议用户不要轻易修改数据缓

冲区的缺省参数。在需要较大的缓存空间时，建议使用 Burst 功能来自动分配缓冲区。 

1.3  数据缓冲区配置任务简介 

数据缓冲区配置任务如下： 

• 配置Burst功能自动分配缓冲区 

• 手工分配数据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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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配置Burst功能自动分配缓冲区 

1. 功能简介 

在下列情况下，Burst 功能可以提供更好的报文缓存功能和流量转发性能： 

• 广播或者组播报文流量密集，瞬间突发大流量的网络环境中。 

• 报文从高速链路进入设备，由低速链路转发出去。 

• 报文从相同速率的多个端口同时进入设备，由一个相同速率的端口转发出去。 

开启数据缓冲区自动分配功能前后，设备缓冲区的分配情况会有较大的变化，可以通过 display 

buffer 命令查看开启前后设备数据缓冲区的分配情况。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Burst 功能。 
burst-mode enable 

缺省情况下，未开启 Burst 功能。 

1.5  手工分配数据缓冲区 

1. 功能简介 

设备上整个数据缓冲区的大小是固定的，用户可以手工配置共享区域的大小，其余部分将自动成为

固定区域。 

缺省情况下，所有队列均分共享区域/固定区域。用户可以手工调整指定队列最多可使用的共享区域

/固定区域的大小，其它未配置的队列最多可使用的共享区域/固定区域的大小仍遵循缺省值。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数据缓冲区分配规则。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数据缓冲区中共享区域的比例。 
buffer egress [ slot slot-number ] { cell | packet } total-shared ratio 
ratio 

缺省情况下，cell 缓冲区中共享区域所占比例为 52%；packet 缓冲区中共享区域所占比例

为 50%。 

 配置队列最多可使用的共享区域的比例。 
buffer egress [ slot slot-number ] { cell | packet } [ queue queue-id ] 

shared ratio ratio 

缺省情况下，每个端口最多可使用的 packet 资源中共享区域的比例为 10%；每个端口最

多可使用的 cell 资源中共享区域的比例为 10%。 

各队列最多可使用的共享区域的大小将根据 buffer queue shared 配置，以及实际需

要收发报文的数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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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指定队列最多可使用的固定区域的比例。 
buffer egress [ slot slot-number ] { cell | packet } queue queue-id 
guaranteed ratio ratio 

缺省情况下，每个队列最多可使用的 cell 资源中固定区域比例为 12%；每个队列最多可使

用的 packet 资源中固定区域的比例为 12%。 

所有队列所配置的固定区域大小之和，不应超过可配置的总固定区域大小，否则配置失败。 

(3) 应用数据缓冲区分配规则。 
buffer apply 

执行本命令后，所配置的数据缓冲区分配规则才会生效。如果需要修改数据缓冲区分配规则，

需要先取消应用，再修改分配规则并重新应用。 

1.6  数据缓冲区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查看数据缓冲区的手工配置效果。 

表1-1 设备管理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数据缓冲区的大小 display buffer [ slot slot-number ] [ queue [ queue-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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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间段 

1.1  时间段简介 

时间段（Time Range）定义了一个时间范围。用户通过创建一个时间段并在某业务中将其引用，就

可使该业务在此时间段定义的时间范围内生效。 

譬如，当一个 ACL 规则只需在某个特定时间范围内生效时，就可以先配置好这个时间段，然后在配

置该 ACL 规则时引用此时间段，这样该 ACL 规则就只能在该时间段定义的时间范围内生效。 

在一个时间段中，可以使用以下两种方式定义时间范围： 

• 周期时间段：表示以一周为周期（如每周一的 8 至 12 点）循环生效的时间段。 

• 绝对时间段：表示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如 2015 年 1 月 1 日 8 点至 2015 年 1 月 3 日 18 点）

生效的时间段。 

当一个时间段内包含有多个周期时间段和绝对时间段时，系统将先分别取各周期时间段的并集和各

绝对时间段的并集，再取这两个并集的交集作为该时间段最终生效的时间范围。 

1.2  时间段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一个业务所引用的时间段尚未配置或已被删除，该业务将不会生效。 

用户最多可创建 1024 个不同名称的时间段。一个时间段内最多可以包含 32 个周期时间段和 12 个

绝对时间段。 

1.3  配置时间段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时间段。 
time-range time-range-name { start-time to end-time days [ from time1 
date1 ] [ to time2 date2 ] | from time1 date1 [ to time2 date2 ] | to time2 
date2 } 

如果指定的时间段已经创建，则本命令可以修改时间段的时间范围。 

1.4  时间段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时间段配置后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时间段显示和维护 

配置 命令 

显示时间段的配置和状态信息 display time-range { time-range-name | 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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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时间段典型配置举例 

1.5.1  时间段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要求通过在 Device 上配置 ACL 规则，实现在 2015 年 6 月到 2015 年 12 月之间每周工作日的 8 点

到 18 点只允许 Host A 访问 Server。 

2. 组网图 

图1-1 时间段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名为 work 的时间段，其时间范围为 2015 年 6 月到 2015 年 12 月之间每周工作日的 8 点到

18 点。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time-range work 08:00 to 18:00 working-day from 00:00 6/1/2015 to 24:00 12/31/2015 

# 创建 IPv4 基本 ACL 2001，并制订如下规则：在名为 work 的时间段内只允许来自 192.168.1.2/32
的报文通过、禁止来自其它 IP 地址的报文通过。 
[Device] acl basic 2001 

[Device-acl-ipv4-basic-2001] rule permit source 192.168.1.2 0 time-range work 

[Device-acl-ipv4-basic-2001] rule deny source any time-range work 

[Device-acl-ipv4-basic-2001] quit 

# 应用 IPv4 基本 ACL 2001 对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出方向上的报文进行过滤。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packet-filter 2001 outboun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在 Device 上可以使用 display time-range 命令查看时间段的配置和状态信息： 

# 显示所有时间段的配置和状态信息。 
[Device] display time-range all 

Current time is 13:58:35 6/19/2015 Friday 

 

Time-range : work (Active) 

 08:00 to 18:00 working-day 

 from 00:00 6/1/2015 to 00:00 1/1/2012 

由此可见，时间段 work 已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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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配置指导主要介绍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各种安全业务特性的原理

及配置方法，包括 AAA、PKI 等身份认证特性，802.1X、MAC 地址认证、Portal、端口安全等接入

安全特性，公钥管理、IPsec、SSH、SSL 等数据安全特性，以及 IP Source Guard、ARP 攻击防

御、MFF 等安全防御特性。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技术支持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TT

TT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交换机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全兼容性手册 列出S5200S-EI & S5200S-HI的兼容性声明，并对兼容性和安

全的细节进行说明 

快速安装指南 指导您对设备进行初始安装、配置，通常针对 常用的情况，

减少您的检索时间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S5200S-EI & S5200S-HI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

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S5200S-EI & S5200S-HI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

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的功能 

运行维护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S5200S-EI & S5200S-HI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

版本配套说明、兼容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zgsm_service@thunis.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10-9998（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unis-h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zgsm_info@thunis.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mailto:zgsm_service@thun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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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AA 
1.1  AAA简介 

1.1.1  AAA实现的功能 

AAA（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Accounting，认证、授权、计费）是网络安全的一种管理机

制，提供了认证、授权、计费三种安全功能。 

• 认证：确认访问网络的远程用户的身份，判断访问者是否为合法的网络用户。 

• 授权：对不同用户赋予不同的权限，限制用户可以使用的服务。例如，管理员授权办公用户

才能对服务器中的文件进行访问和打印操作，而其它临时访客不具备此权限。 

• 计费：记录用户使用网络服务过程中的所有操作，包括使用的服务类型、起始时间、数据流

量等，用于收集和记录用户对网络资源的使用情况，并可以实现针对时间、流量的计费需求，

也对网络起到监视作用。 

1.1.2  AAA基本组网结构 

AAA采用客户端/服务器结构，客户端运行于NAS（Network Access Server，网络接入服务器）上，

负责验证用户身份与管理用户接入，服务器上则集中管理用户信息。AAA的基本组网结构如图 1-1。 

图1-1 AAA 基本组网结构示意图 

 

 

当用户想要通过 NAS 获得访问其它网络的权利或取得某些网络资源的权利时，首先需要通过 AAA
认证，而 NAS 就起到了验证用户的作用。NAS 负责把用户的认证、授权、计费信息透传给服务器。

服务器根据自身的配置对用户的身份进行判断并返回相应的认证、授权、计费结果。NAS 根据服务

器返回的结果，决定是否允许用户访问外部网络、获取网络资源。 

AAA 可以通过多种协议来实现，这些协议规定了 NAS 与服务器之间如何传递用户信息。目前设备

支持 RADIUS（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协议、

HWTACACS（HW Terminal Access Controller Access Control System，HW 终端访问控制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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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协议）协议和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协议，

在实际应用中， 常使用 RADIUS 协议。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组网需求来决定认证、授权、计费功能分别由使用哪种协议类型的服务器来承担。

例如，可以选择 HWTACACS 服务器实现认证和授权，RADIUS 服务器实现计费。 

当然，用户也可以只使用 AAA 提供的一种或两种安全服务。例如，公司仅仅想让员工在访问某些

特定资源时进行身份认证，则网络管理员只需要配置认证服务器。但是若希望对员工使用网络的情

况进行记录，那么还需要配置计费服务器。 

目前，设备支持动态口令认证机制。 

1.1.3  RADIUS协议简介 

RADIUS（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是一种分布式的、

客户端/服务器结构的信息交互协议，能保护网络不受未授权访问的干扰，常应用在既要求较高安全

性、又允许远程用户访问的各种网络环境中。RADIUS 协议合并了认证和授权的过程，它定义了

RADIUS 的报文格式及其消息传输机制，并规定使用 UDP 作为封装 RADIUS 报文的传输层协议，

UDP 端口 1812、1813 分别作为认证/授权、计费端口。 

RADIUS 初仅是针对拨号用户的 AAA 协议，后来随着用户接入方式的多样化发展，RADIUS 也

适应多种用户接入方式，如以太网接入、ADSL 接入。它通过认证授权来提供接入服务，通过计费

来收集、记录用户对网络资源的使用。 

1. 客户端/服务器模式 

• 客户端：RADIUS 客户端一般位于 NAS 上，可以遍布整个网络，负责将用户信息传输到指定

的 RADIUS 服务器，然后根据服务器返回的信息进行相应处理（如接受/拒绝用户接入）。 

• 服务器：RADIUS 服务器一般运行在中心计算机或工作站上，维护用户的身份信息和与其相

关的网络服务信息，负责接收 NAS 发送的认证、授权、计费请求并进行相应的处理，然后给

NAS 返回处理结果（如接受/拒绝认证请求）。另外，RADIUS 服务器还可以作为一个代理，

以 RADIUS 客户端的身份与其它的 RADIUS 认证服务器进行通信，负责转发 RADIUS 认证和

计费报文。 

RADIUS服务器通常要维护三个数据库，如 图 1-2 所示： 

图1-2 RADIUS 服务器的组成 

 

 

• “Users”：用于存储用户信息（如用户名、口令以及使用的协议、IP 地址等配置信息）。 

• “Clients”：用于存储 RADIUS 客户端的信息（如 NAS 的共享密钥、IP 地址等）。 

• “Dictionary”：用于存储 RADIUS 协议中的属性和属性值含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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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的消息交互机制 

RADIUS 客户端和 RADIUS 服务器之间认证消息的交互是通过共享密钥的参与来完成的。共享密钥

是一个带外传输的客户端和服务器都知道的字符串，不需要单独进行网络传输。RADIUS 报文中有

一个 16 字节的验证字字段，它包含了对整个报文的数字签名数据，该签名数据是在共享密钥的参

与下利用 MD5 算法计算出的。收到 RADIUS 报文的一方要验证该签名的正确性，如果报文的签名

不正确，则丢弃它。通过这种机制，保证了 RADIUS 客户端和 RADIUS 服务器之间信息交互的安

全性。另外，为防止用户密码在不安全的网络上传递时被窃取，在 RADIUS 报文传输过程中还利用

共享密钥对用户密码进行了加密。 

3. 用户认证机制 

RADIUS 服务器支持多种方法来认证用户，例如 PAP（Password Authentication Protocol，密码认

证协议）、CHAP（Challenge Handshak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质询握手认证协议）以及 EAP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可扩展认证协议）。 

4. RADIUS的基本消息交互流程 

用户、RADIUS客户端和RADIUS服务器之间的交互流程如 图 1-3 所示。 

图1-3 RADIUS 的基本消息交互流程 

  
 

消息交互流程如下： 

(1) 用户发起连接请求，向 RADIUS 客户端发送用户名和密码。 

(2) RADIUS 客户端根据获取的用户名和密码，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认证请求包

（Access-Request），其中的密码在共享密钥的参与下利用 MD5 算法进行加密处理。 

(3) RADIUS 服务器对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认证。如果认证成功，RADIUS 服务器向 RADIUS 客户

端发送认证接受包（Access-Accept）；如果认证失败，则返回认证拒绝包（Access-Reject）。
由于 RADIUS 协议合并了认证和授权的过程，因此认证接受包中也包含了用户的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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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ADIUS 客户端根据接收到的认证结果接入/拒绝用户。如果允许用户接入，则 RADIUS 客户

端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计费开始请求包（Accounting-Request）。 

(5) RADIUS 服务器返回计费开始响应包（Accounting-Response），并开始计费。 

(6) 用户开始访问网络资源。 

(7) 用户请求断开连接。 

(8) RADIUS 客户端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计费停止请求包（Accounting-Request）。 

(9) RADIUS 服务器返回计费结束响应包（Accounting-Response），并停止计费。 

(10) 通知用户结束访问网络资源。 

5. RADIUS报文结构 

RADIUS采用UDP报文来传输消息，通过定时器机制、重传机制、备用服务器机制，确保RADIUS
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交互消息的正确收发。RADIUS报文结构如 图 1-4 所示。 

图1-4 RADIUS 报文结构 

 
 

各字段的解释如下： 

(1) Code 域 

长度为 1 个字节，用于说明RADIUS报文的类型，如 表 1-1 所示。 

表1-1 Code 域的主要取值说明 

Code 报文类型 报文说明 

1 Access-Request认证

请求包 

方向Client->Server，Client将用户信息传输到Server，请求Server对
用户身份进行验证。该报文中必须包含User-Name属性，可选包含

NAS-IP-Address、User-Password、NAS-Port等属性 

2 Access-Accept认证接

受包 
方向Server->Client，如果Access-Request报文中的所有Attribute值都

可以接受（即认证通过），则传输该类型报文 

3 Access-Reject认证拒

绝包 
方向Server->Client，如果Access-Request报文中存在任何无法被接

受的Attribute值（即认证失败），则传输该类型报文 

4 Accounting-Request
计费请求包 

方向Client->Server，Client将用户信息传输到Server，请求Server开
始/停止计费。该报文中的Acct-Status-Type属性用于区分计费开始请

求和计费结束请求 

5 Accounting-Respons
e计费响应包 

方向Server->Client，Server通知Client已经收到Accounting-Request
报文，并且已经正确记录计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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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dentifier 域 

长度为 1 个字节，用于匹配请求包和响应包，以及检测在一段时间内重发的请求包。对于类

型一致且属于同一个交互过程的请求包和响应包，该 Identifier 值相同。 

(3) Length 域 

长度为 2 个字节，表示 RADIUS 数据包（包括 Code、Identifier、Length、Authenticator 和
Attribute）的长度，单位为字节。超过 Length 域的字节将作为填充字符被忽略。如果接收到

的包的实际长度小于 Length 域的值时，则包会被丢弃。 

(4) Authenticator 域 

长度为 16 个字节，用于验证 RADIUS 服务器的应答报文，另外还用于用户密码的加密。

Authenticator 包括两种类型：Request Authenticator 和 Response Authenticator。 

(5) Attribute 域 

不定长度，用于携带专门的认证、授权和计费信息。Attribute 域可包括多个属性，每一个属性

都采用（Type、Length、Value）三元组的结构来表示。 

 类型（Type）：表示属性的类型。 

 长度（Length）：表示该属性（包括类型、长度和属性值）的长度，单位为字节。 

 属性值（Value）：表示该属性的信息，其格式和内容由类型决定。 

6. RADIUS扩展属性 

RADIUS 协议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RFC 2865 中定义的 26 号属性（Vendor-Specific）用于设备厂

商对 RADIUS 进行扩展，以实现标准 RADIUS 没有定义的功能。 

设备厂商可以在 26 号属性中封装多个自定义的（Type、Length、Value）子属性，以提供更多的扩

展功能。26 号属性的格式如 图 1-5 所示： 

• Vendor-ID，表示厂商代号， 高字节为 0，其余 3 字节的编码见 RFC 1700。 

• Vendor-Type，表示子属性类型。 

• Vendor-Length，表示子属性长度。 

• Vendor-Data，表示子属性的内容。 

设备支持的RADIUS扩展属性的Vendor-ID为 25506，属性的具体介绍请参见“1.18.3  附录C 
RADIUS扩展属性（Vendor-ID=25506）”。 

图1-5 26 号属性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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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HWTACACS协议简介 

HWTACACS（HW Terminal Access Controller Access Control System，HW 终端访问控制器控制

系统协议）是在 TACACS（RFC 1492）基础上进行了功能增强的安全协议。该协议与 RADIUS 协

议类似，采用客户端/服务器模式实现 NAS 与 HWTACACS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HWTACACS 协议主要用于 PPP（Point-to-Point Protocol，点对点协议）和 VPDN（Virtual Private 
Dial-up Network，虚拟专用拨号网络）接入用户及终端用户的认证、授权和计费。其典型应用是对

需要登录到NAS设备上进行操作的终端用户进行认证、授权以及对终端用户执行的操作进行记录。

设备作为 HWTACACS 的客户端，将用户名和密码发给 HWTACACS 服务器进行验证，用户验证通

过并得到授权之后可以登录到设备上进行操作，HWTACACS 服务器上会记录用户对设备执行过的

命令。 

1. HWTACACS协议与RADIUS协议的区别 

HWTACACS协议与RADIUS协议都实现了认证、授权和计费功能，它们有很多相似点：结构上都

采用客户端/服务器模式；都使用共享密钥对传输的用户信息进行加密；都有较好的灵活性和可扩展

性。两者之间存在的主要区别如 表 1-2 所示。 

表1-2 HWTACACS 协议和 RADIUS 协议区别 

HWTACACS 协议 RADIUS 协议 

使用TCP，网络传输更可靠 使用UDP，网络传输效率更高 

除了HWTACACS报文头，对报文主体全部进行加密 只对认证报文中的密码字段进行加密 

协议报文较为复杂，认证和授权分离，使得认证、授权

服务可以分离在不同的服务器上实现。例如，可以用一

个HWTACACS服务器进行认证，另外一个

HWTACACS服务器进行授权 

协议报文比较简单，认证和授权结合，难以分离 

支持对设备的配置命令进行授权使用。用户可使用的命

令行受到用户角色和AAA授权的双重限制，某角色的用

户输入的每一条命令都需要通过HWTACACS服务器授

权，如果授权通过，命令就可以被执行 

不支持对设备的配置命令进行授权使用 

用户登录设备后可以使用的命令行由用户所具有的角

色决定，关于用户角色的相关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

导”中的“RBAC” 

 

2. HWTACACS的基本消息交互流程 

下面以Telnet用户为例，说明使用HWTACACS对用户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的过程。基本消息交互

流程图如 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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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Telnet 用户认证、授权和计费流程图 

 

 

基本消息交互流程如下： 

(1) Telnet 用户请求登录设备。 

(2) HWTACACS 客户端收到请求之后，向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认证开始报文。 

(3)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认证回应报文，请求用户名。 

(4) HWTACACS 客户端收到回应报文后，向用户询问用户名。 

(5) 用户输入用户名。 

(6) HWTACACS 客户端收到用户名后，向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认证持续报文，其中包括了

用户名。 

(7)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认证回应报文，请求登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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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WTACACS 客户端收到回应报文，向用户询问登录密码。 

(9) 用户输入密码。 

(10) HWTACACS 客户端收到登录密码后，向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认证持续报文，其中包括

了登录密码。 

(11) 如果认证成功，HWTACACS 服务器发送认证回应报文，指示用户通过认证。 

(12) HWTACACS 客户端向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授权请求报文。 

(13) 如果授权成功，HWTACACS 服务器发送授权回应报文，指示用户通过授权。 

(14) HWTACACS 客户端收到授权成功报文，向用户输出设备的配置界面，允许用户登录。 

(15) HWTACACS 客户端向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计费开始报文。 

(16)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计费回应报文，指示计费开始报文已经收到。 

(17) 用户请求断开连接。 

(18) HWTACACS 客户端向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计费结束报文。 

(19)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计费结束报文，指示计费结束报文已经收到。 

1.1.5  LDAP协议简介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是一种目录访问协议，用于

提供跨平台的、基于标准的目录服务。它是在 X.500 协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了 X.500 的优

点，并对 X.500 在读取、浏览和查询操作方面进行了改进，适合于存储那些不经常改变的数据。 

LDAP 协议的典型应用是用来保存系统中的用户信息，如 Microsoft 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就使用了

Active Directory Server（一种 LDAP 服务器软件）来保存操作系统的用户、用户组等信息，用于用

户登录 Windows 时的认证和授权。 

1. LDAP目录服务 

LDAP 中使用目录记录并管理系统中的组织信息、人员信息以及资源信息。目录按照树型结构组织，

由多个条目（Entry）组成的。条目是具有 DN（Distinguished Name，识别名）的属性（Attribute）
集合。属性用来承载各种类型的数据信息，例如用户名、密码、邮件、计算机名、联系电话等。 

LDAP协议基于Client/Server结构提供目录服务功能，所有的目录信息数据存储在 LDAP服务器上。

目前，Microsoft 的 Active Directory Server、IBM 的 Tivoli Directory Server 和 Sun 的 Sun ONE 
Directory Server 都是常用的 LDAP 服务器软件。 

2. 使用LDAP协议进行认证和授权 

AAA 可以使用 LDAP 协议对用户提供认证和授权服务。LDAP 协议中定义了多种操作来实现 LDAP
的各种功能，用于认证和授权的操作主要为绑定和查询。 

• 绑定操作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与 LDAP 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获取 LDAP 服务器的访问权限。二

是用于检查用户信息的合法性。 

• 查询操作就是构造查询条件，并获取 LDAP 服务器的目录资源信息的过程。 

使用 LDAP 协议进行认证时，其基本的工作流程如下： 

(1) LDAP 客户端使用 LDAP 服务器管理员 DN 与 LDAP 服务器进行绑定，与 LDAP 服务器建立

连接并获得查询权限。 

(2) LDAP 客户端使用认证信息中的用户名构造查询条件，在 LDAP 服务器指定根目录下查询此用

户，得到用户的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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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DAP 客户端使用用户 DN 和用户密码与 LDAP 服务器进行绑定，检查用户密码是否正确。 

使用 LDAP 协议进行授权的过程与认证过程相似，首先必须通过与 LDAP 服务器进行绑定，建立与

服务器的连接，然后在此连接的基础上通过查询操作得到用户的授权信息。与认证过程稍有不同的

是，授权过程不仅仅会查询用户 DN，还会同时查询相应的 LDAP 授权信息。 

3. LDAP认证的基本消息交互流程 

下面以Telnet用户登录设备为例，说明如何使用LDAP认证服务器来对用户进行认证。用户的LDAP
认证基本消息交互流程如 图 1-7 所示。 

图1-7 LDAP 认证的基本消息交互流程 

 
 

基本消息交互流程如下： 

(1) 用户发起连接请求，向 LDAP 客户端发送用户名和密码。 

(2) LDAP 客户端收到请求之后，与 LDAP 服务器建立 TCP 连接。 

(3) LDAP客户端以管理员 DN和管理员 DN密码为参数向 LDAP服务器发送管理员绑定请求报文

（Administrator Bind Request）获得查询权限。 

(4) LDAP 服务器进行绑定请求报文的处理。如果绑定成功，则向 LDAP 客户端发送绑定成功的回

应报文。 

(5) LDAP 客户端以输入的用户名为参数，向 LDAP 服务器发送用户 DN 查询请求报文（User DN 
Search Request）。 

(6) LDAP 服务器收到查询请求报文后，根据报文中的查询起始地址、查询范围、以及过滤条件，

对用户 DN 进行查找。如果查询成功，则向 LDAP 客户端发送查询成功的回应报文。查询得

到的用户 DN 可以是一或多个。 

(7) LDAP 客户端以查询得到的用户 DN 和用户输入的密码为参数，向 LDAP 服务器发送用户 DN
绑定请求报文（User DN Bind Request），检查用户密码是否正确。 



 

1-10 

(8) LDAP 服务器进行绑定请求报文的处理。 

• 如果绑定成功，则向 LDAP 客户端发送绑定成功的回应报文。 

• 如果绑定失败，则向 LDAP 客户端发送绑定失败的回应报文。LDAP 客户端以下一个查询到的

用户 DN（如果存在的话）为参数，继续向服务器发送绑定请求，直至有一个 DN 绑定成功，

或者所有 DN 均绑定失败。如果所有用户 DN 都绑定失败，则 LDAP 客户端通知用户登录失败

并拒绝用户接入。 

(9) LDAP客户端保存绑定成功的用户DN，并进行授权处理。如果设备采用LDAP授权方案，则进

行 图 1-8 所示的用户授权交互流程；如果设备采用非LDAP的授权方案，则执行其它协议的授

权处理流程，此处略。 

(10) 授权成功之后，LDAP 客户端通知用户登录成功。 

4. LDAP授权的基本消息交互流程 

下面以Telnet用户登录设备为例，说明如何使用LDAP服务器来对用户进行授权。用户的LDAP授权

基本消息交互流程如 图 1-8 所示。 

图1-8 LDAP 授权的基本消息交互流程 

 

 

(1) 用户发起连接请求，向 LDAP 客户端发送用户名和密码。 

(2) LDAP客户端收到请求之后，进行认证处理。如果设备采用LDAP认证方案，则按照 图 1-7 所

示进行LDAP认证。LDAP认证流程完成之后，如果已经和该LDAP授权服务器建立了绑定关系，

则直接转到步骤（6），否则转到步骤（4）；如果设备采用非LDAP认证方案，则执行其它协

议的认证处理流程，之后转到步骤（3）。 

(3) LDAP 客户端与 LDAP 服务器建立 TCP 连接。 

(4) LDAP客户端以管理员 DN和管理员 DN密码为参数向 LDAP服务器发送管理员绑定请求报文

（Administrator Bind Request）获得查询权限。 

(5) LDAP 服务器进行绑定请求报文的处理。如果绑定成功，则向 LDAP 客户端发送绑定成功的回

应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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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DAP 客户端以输入的用户名为参数（如果用户认证使用的是相同 LDAP 服务器，则以保存的

绑定成功的用户 DN 为参数），向 LDAP 服务器发送授权查询请求报文。 

(7) LDAP 服务器收到查询请求报文后，根据报文中的查询起始地址、查询范围、过滤条件以及

LDAP 客户端关心的 LDAP 属性，对用户信息进行查找。如果查询成功，则向 LDAP 客户端

发送查询成功的回应报文。 

(8) 授权成功后，LDAP 客户端通知用户登录成功。 

1.1.6  基于域的用户管理 

NAS对用户的管理是基于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域的，每个用户都

属于一个ISP域。一般情况下，用户所属的ISP域是由用户登录时提供的用户名决定的，如 图 1-9
所示。 

图1-9 用户名决定域名 

  

 

为便于对不同接入方式的用户进行区分管理，提供更为精细且有差异化的认证、授权、计费服务，

AAA 将用户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 lan-access 用户：LAN 接入用户，如 802.1X 认证、MAC 地址认证用户。 

• login 用户：登录设备用户，如 SSH、Telnet、FTP、终端接入用户（即从 Console 口登录的

用户）。 

• Portal 接入用户。 

• HTTP/HTTPS 用户：使用 HTTP 或 HTTPS 服务登录设备的用户。 

对于某些接入方式，用户 终所属的 ISP 域可由相应的认证模块（例如 802.1X）提供命令行来指

定，用于满足一定的用户认证管理策略。 

1.1.7  认证、授权、计费方法 

在具体实现中，一个 ISP 域对应着设备上一套实现 AAA 的配置策略，它们是管理员针对该域用户

制定的一套认证、授权、计费方法，可根据用户的接入特征以及不同的安全需求组合使用。 

1. 认证方法 

AAA 支持以下认证方法： 

• 不认证：对用户非常信任，不对其进行合法性检查，一般情况下不采用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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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认证：认证过程在接入设备上完成，用户信息（包括用户名、密码和各种属性）配置在

接入设备上。优点是速度快，可以降低运营成本；缺点是存储信息量受设备硬件条件限制。 

• 远端认证：认证过程在接入设备和远端的服务器之间完成，接入设备和远端服务器之间通过

RADIUS、HWTACACS 或 LDAP 协议通信。优点是用户信息集中在服务器上统一管理，可实

现大容量、高可靠性、支持多设备的集中式统一认证。当远端服务器无效时，可配置备选认

证方式完成认证。 

2. 授权方法 

AAA 支持以下授权方法： 

• 不授权：接入设备不请求授权信息，不对用户可以使用的操作以及用户允许使用的网络服务

进行授权。此时，认证通过的 login 用户只有系统给予的缺省用户角色 level-0，其中

FTP/SFTP/SCP 用户的工作目录是设备的根目录，但并无访问权限；认证通过的非 login 用户，

可直接访问网络。关于用户角色 level-0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RBAC”。 

• 本地授权：授权过程在接入设备上进行，根据接入设备上为本地用户配置的相关属性进行授

权。 

• 远端授权：授权过程在接入设备和远端服务器之间完成。RADIUS 协议的认证和授权是绑定

在一起的，不能单独使用 RADIUS 进行授权。RADIUS 认证成功后，才能进行授权，RADIUS
授权信息携带在认证回应报文中下发给用户。HWTACACS/LDAP 协议的授权与认证相分离，

在认证成功后，授权信息通过授权报文进行交互。当远端服务器无效时，可配置备选授权方

式完成授权。 

3. 计费方法 

AAA 支持以下计费方法： 

• 不计费：不对用户计费。 

• 本地计费：计费过程在接入设备上完成，实现了本地用户连接数的统计和限制，并没有实际

的费用统计功能。 

• 远端计费：计费过程在接入设备和远端的服务器之间完成。当远端服务器无效时，可配置备

选计费方式完成计费。 

1.1.8  AAA的扩展应用 

对于 login 用户，AAA 还可以对其提供以下服务，用于提高对设备操作的安全性： 

• 命令行授权：用户执行的每一条命令都需要接受授权服务器的检查，只有授权成功的命令才

被允许执行。关于命令行授权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基础配置指导”中的“配置用户通过 CLI
登录设备”。 

• 命令行计费：若未开启命令行授权功能，则计费服务器对用户执行过的所有有效命令进行记

录；若开启了命令行授权功能，则计费服务器仅对授权通过的命令进行记录。关于命令行计

费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基础配置指导”中的“配置用户通过 CLI 登录设备”。 

• 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在不退出当前登录、不断开当前连接的前提下，用户将当前的用户角色

切换为其它用户角色时，只有通过服务器的认证，该切换操作才被允许。关于用户角色切换

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基础配置指导”中的“R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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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设备的RADIUS服务器功能 

设备的 RADIUS 服务器功能是指，设备作为 RADIUS 服务器端与 RADIUS 的客户端配合完成用户

的认证和授权等功能。作为 RADIUS 服务器的设备，既可以独立于 RADIUS 客户端，也可以与

RADIUS 客户端位于同一台设备上。 

设备支持RADIUS服务器功能给RADIUS的应用提供了更多便利，一方面，使得用户组网方式更加

灵活，另一方面，可减少用户专门部署RADIUS服务器的组网成本。该功能的典型组网如 图 1-10
所示。通过在汇聚层设备上配置RADIUS服务器功能，并在接入层设备上部署相应的认证方案，实

现对用户的认证和授权。 

图1-10 RADIUS 服务器功能典型组网 

 
 

设备作为 RADIUS 服务器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 RADIUS 用户信息管理：通过本地用户配置实现，可管理的用户信息包括用户名、密码、授

权 ACL、授权 VLAN、过期截止时间以及描述信息。 

• RADIUS 客户端信息管理：支持创建、删除及修改 RADIUS 客户端。RADIUS 客户端以 IP 地

址为标识，并具有共享密钥等属性。RADIUS 服务器通过配置指定被管理的 RADIUS 客户端，

并只处理来自其管理范围内的客户端的 RADIUS 报文，对其它报文直接作丢弃处理。 

• 对网络接入类用户的 RADIUS 认证和授权功能。暂不支持 RADIUS 计费功能。 

作为 RADIUS 服务器的设备接收到 RADIUS 报文后，首先检查 RADIUS 客户端是否在可管理的范

围内，并使用共享密钥检验报文的合法性，然后依次检查用户帐号是否存在、用户口令是否正确，

以及用户的其它属性是否满足要求，例如帐号是否在有效期内， 后决定是否允许用户通过认证，

并对认证通过的用户授予对应的权限。 

 

• 设备作为 RADIUS 服务器时，认证端口为 UDP 端口 1812，不可修改。 

• 设备的 RADIUS 服务器功能只支持 IPv4 组网，不支持 IPv6 组网。 

• 设备的 RADIUS 服务器功能只支持 PAP 和 CHAP 认证机制。 

• 设备的 RADIUS 服务器功能不支持用户名中携带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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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协议规范 

与 AAA、RADIUS、HWTACACS、LDAP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2865：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ice (RADIUS) 

• RFC 2866：RADIUS Accounting 

• RFC 2867：RADIUS Accounting Modifications for Tunnel Protocol Support 

• RFC 2868：RADIUS Attributes for Tunnel Protocol Support 

• RFC 2869：RADIUS Extensions 

• RFC 3576：Dynamic Authorization Extensions to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ice (RADIUS) 

• RFC 4818：RADIUS Delegated-IPv6-Prefix Attribute 

• RFC 5176：Dynamic Authorization Extensions to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ice (RADIUS) 

• RFC 1492：An Access Control Protocol, Sometimes Called TACACS 

• RFC 1777：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 RFC 2251：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v3)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AAA配置任务简介 

AAA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 AAA 方案 

若选择使用本地 AAA 方案，则需要配置本地用户；若选择使用远程 AAA 方案，则需要配置

RADIUS、HWTACACS 或 LDAP。 

 配置本地用户 

 配置RADIUS 

 配置HWTACACS 

 配置LDAP 

(2) 创建 ISP 域并配置相关属性 

a. 创建ISP域 

b. 配置ISP域的属性 

(3) 在ISP域中配置实现AAA的方法 

(4) 请根据实际需求为用户所在的 ISP 域配置实现认证、授权、计费的方法，这些方法中将会引

用已经配置的 AAA 方案。 

 配置ISP域的AAA认证方法 

 配置ISP域的AAA授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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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ISP域的AAA计费方法 

(5) （可选）配置 AAA 高级功能 

 限制同时在线的 大用户连接数 

 配置NAS-ID 

 配置设备ID 

 配置设备作为RADIUS服务器 

 配置连接记录策略 

1.4  配置本地用户 

1.4.1  本地用户简介 

当选择使用本地认证、本地授权、本地计费方法对用户进行认证、授权或计费时，应在设备上创建

本地用户并配置相关属性。 

所谓本地用户，是指在本地设备上设置的一组用户属性的集合。该集合以用户名和用户类别为用户

的唯一标识。本地用户分为两类，一类是设备管理用户；另一类是网络接入用户。设备管理用户供

设备管理员登录设备使用，网络接入用户供通过设备访问网络服务的用户使用。 

为使某个请求网络服务的用户可以通过本地认证，需要在设备上的本地用户数据库中添加相应的表

项。具体步骤是，创建一个本地用户并进入本地用户视图，然后在本地用户视图下配置相应的用户

属性，可配置的用户属性包括： 

• 描述信息 

• 服务类型 

用户可使用的网络服务类型。该属性是本地认证的检测项，如果没有用户可以使用的服务类

型，则该用户无法通过认证。 

• 用户状态 

用于指示是否允许该用户请求网络服务器，包括 active 和 block 两种状态。active 表示允许该

用户请求网络服务，block 表示禁止该用户请求网络服务。 

• 大用户数 

使用当前用户名接入设备的 大用户数目。若当前该用户名的接入用户数已达 大值，则使

用该用户名的新用户将被禁止接入。 

• 所属的用户组 

每一个本地用户都属于一个本地用户组，并继承组中的所有属性（密码管理属性和用户授权

属性）。关于本地用户组的介绍和配置请参见“1.4.5  配置用户组属性”。 

• 绑定属性 

用户认证时需要检测的属性，用于限制接入用户的范围。若用户的实际属性与设置的绑定属

性不匹配，则不能通过认证，因此在配置绑定属性时要考虑该用户是否需要绑定某些属性。 

• 用户授权属性 

用户认证通过后，接入设备给用户下发授权属性。由于可配置的授权属性都有其明确的使用

环境和用途，因此配置授权属性时要考虑该用户是否需要某些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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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用户的授权属性在用户组和本地用户视图下都可以配置，且本地用户视图下的配置优先

级高于用户组视图下的配置。用户组的配置对组内所有本地用户生效。 

• 密码管理属性 

用户密码的安全属性，可用于对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的认证密码进行管理和控制。可设置的

策略包括：密码老化时间、密码 小长度、密码组合策略、密码复杂度检查策略和用户登录

尝试次数限制策略。 

本地用户的密码管理属性在系统视图（具有全局性）、用户组视图和本地用户视图下都可以

配置，其生效的优先级顺序由高到底依次为本地用户、用户组、全局。全局配置对所有本地

用户生效，用户组的配置对组内所有本地用户生效。有关密码管理以及全局密码配置的详细

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Password Control”。 

• 有效期 

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在有效期内才能认证成功。 

1.4.2  本地用户配置任务简介 

本地用户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本地用户属性 

 配置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属性 

 配置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属性 

(2) （可选）配置用户组属性 

(3) （可选）配置本地用户过期自动删除功能 

1.4.3  配置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属性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使能全局密码管理功能（通过命令 password-control enable）后，设备上将不显示配置的本

地用户密码，也不会将该密码保存在当前配置中。如果关闭了全局密码管理功能，已配置的密码将

恢复在当前配置中。当前配置可通过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命令查看。 

授权属性和密码控制属性均可以在本地用户视图和用户组视图下配置，各视图下的配置优先级顺序

从高到底依次为：本地用户视图-->用户组视图。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添加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并进入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视图。 
local-user user-name class manage 

(3) 设置本地用户的密码。 

（非 FIPS 模式） 
password [ { hash | simple } string ] 

（FIPS 模式）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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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 FIPS 模式下，可以不为本地用户设置密码；在 FIPS 模式下，必须且只能通过交互式方

式设置明文密码，否则用户的本地认证不能成功。 

(4) 设置本地用户可以使用的服务类型。 

（非 FIPS 模式） 
service-type { ftp | { http | https | ssh | telnet | terminal } * } 

（FIPS 模式） 
service-type { https | ssh | terminal } * 

缺省情况下，本地用户不能使用任何服务类型。 

(5) （可选）设置本地用户的状态。 
state { active | block } 

缺省情况下，本地用户处于活动状态，即允许该用户请求网络服务。 

(6) （可选）设置使用当前本地用户名接入设备的 大用户数。 
access-limit max-user-number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使用当前本地用户名接入的用户数。 

由于 FTP/SFTP/SCP 用户不支持计费，因此 FTP/SFTP/SCP 用户不受此属性限制。 

(7) （可选）设置本地用户的授权属性。 
authorization-attribute { idle-cut minutes | user-role role-name | 
work-directory directory-name } * 

缺省情况下： 

 授权 FTP/SFTP/SCP 用户可以访问的目录为设备的根目录，但无访问权限。 

 由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或者 level-15 的用户创建的本地用户被授权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8) （可选）设置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的密码管理属性。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设置密码老化时间。 
password-control aging aging-time 

 设置密码 小长度。 
password-control length length 

 设置密码组合策略。 
password-control composition type-number type-number [ type-length 
type-length ] 

 设置密码的复杂度检查策略。 
password-control complexity { same-character | user-name } check 

 设置用户登录尝试次数以及登录尝试失败后的行为。 
password-control login-attempt login-times [ exceed { lock | lock-time 
time | unlock } ] 

缺省情况下，采用本地用户所属用户组的密码管理策略。 

(9) （可选）设置本地用户所属的用户组。 
group group-name 

缺省情况下，本地用户属于用户组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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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配置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属性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授权属性可以在本地用户视图和用户组视图下配置，各视图下的配置优先级顺序从高到底依次为：

本地用户视图-->用户组视图。 

在绑定接口属性时要考虑绑定接口类型是否合理。对于不同接入类型的用户，请按照如下方式进行

绑定接口属性的配置： 

• 802.1X 用户：配置绑定的接口为开启 802.1X 的二层以太网接口。 

• MAC 地址认证用户：配置绑定的接口为开启 MAC 地址认证的二层以太网接口。 

• Web 认证用户：配置绑定的接口为开启 Web 认证的二层以太网接口。 

• Portal 用户：若使能 Portal 的接口为 VLAN 接口，且没有通过 portal roaming enable

命令配置 Portal 用户漫游功能，则配置绑定的接口为用户实际接入的二层以太网接口；其它

情况下，配置绑定的接口均为使能 Portal 的接口。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添加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并进入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视图。 
local-user user-name class network 

(3) （可选）设置本地用户的密码。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4) （可选）设置本地用户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本地用户的描述信息。 

(5) 设置本地用户可以使用的服务类型。 
service-type { lan-access | portal } 

缺省情况下，本地用户不能使用任何服务类型。 

(6) （可选）设置本地用户的状态。 
state { active | block } 

缺省情况下，本地用户处于活动状态，即允许该用户请求网络服务。 

(7) （可选）设置使用当前本地用户名接入设备的 大用户数。 
access-limit max-user-number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使用当前本地用户名接入的用户数。 

(8) （可选）设置本地用户的绑定属性。 
bind-attribute { ip ip-address | location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mac mac-address | vlan vlan-id } *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本地用户的任何绑定属性。 

(9) （可选）设置本地用户的授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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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zation-attribute { acl acl-number | idle-cut minutes | ip-pool 
ipv4-pool-name | ipv6-pool ipv6-pool-name | session-timeout minutes | 
user-profile profile-name | vlan vlan-id } * 

缺省情况下，本地用户无授权属性。 

(10) （可选）设置本地用户所属的用户组。 
group group-name 

缺省情况下，本地用户属于用户组 system。 

(11) （可选）设置本地用户的有效期。 
validity-datetime { from start-date start-time to expiration-date 

expiration-time | from start-date start-time | to expiration-date 
expiration-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限制本地用户的有效期，该用户始终有效。 

1.4.5  配置用户组属性 

1. 功能简介 

为了简化本地用户的配置，增强本地用户的可管理性，引入了用户组的概念。用户组是一个本地用

户属性的集合，某些需要集中管理的属性可在用户组中统一配置和管理，用户组内的所有本地用户

都可以继承这些属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用户组，并进入用户组视图。 
user-group group-name 

缺省情况下，存在一个用户组，名称为 system。 

(3) 设置用户组的授权属性。 
authorization-attribute { acl acl-number | idle-cut minutes | ip-pool 
ipv4-pool-name | ipv6-pool ipv6-pool-name | session-timeout minutes | 
user-profile profile-name | vlan vlan-id | work-directory 
directory-name } *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用户组的授权属性。 

(4) （可选）设置用户组的密码管理属性。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设置密码老化时间。 
password-control aging aging-time 

 设置密码 小长度。 
password-control length length 

 设置密码组合策略。 
password-control composition type-number type-number [ type-length 
type-length ] 

 设置密码的复杂度检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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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control complexity { same-character | user-name } check 

 设置用户登录尝试次数以及登录尝试失败后的行为。 
password-control login-attempt login-times [ exceed { lock | lock-time 
time | unlock } ] 

缺省情况下，采用全局密码管理策略。全局密码管理策略的相关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

中的“Password Control”。 

仅设备管理类的本地用户支持本地用户密码管理功能。 

1.4.6  配置本地用户过期自动删除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本地用户过期自动删除功能之后，设备将定时（10 分钟，不可配）检查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是

否过期并自动删除过期的本地用户。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本地用户过期自动删除功能。 
local-user auto-delete enable 

缺省情况下，本地用户过期自动删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7  本地用户及本地用户组显示和维护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本地用户及本地用户组的运行

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3 本地用户及本地用户组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本地用户的配置信息和在线

用户数的统计信息 

display local-user [ class { manage | network } | idle-cut 
{ disable | enable } | service-type { ftp | http | https | 
lan-access | portal | ssh | telnet | terminal } | state 
{ active | block } | user-name user-name class { manage | 
network } | vlan vlan-id ] 

显示本地用户组的相关配置 display user-group { all | name group-name } 

 

1.5  配置RADIUS 

1.5.1  RADIUS配置任务简介 

RADIUS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RADIUS服务器探测模板 

若要对 RADIUS 认证服务器进行可达性探测，则需要配置 RADIUS 服务器探测模板，并在

RADIUS 认证服务器配置中引用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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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RADIUS方案 

(3) 配置RADIUS认证服务器 

(4) 配置RADIUS计费服务器 

(5) 配置RADIUS报文的共享密钥 

若配置 RADIUS 认证/计费服务器时未指定共享密钥，则可以通过本任务统一指定对所有认证

/计费 RADIUS 服务器生效的共享密钥。 

(6) （可选）配置RADIUS服务器的状态 

(7) （可选）配置RADIUS服务器的定时器 

(8) （可选）配置 RADIUS 报文交互参数 

 配置发送RADIU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配置发送给RADIUS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和数据统计单位 

 配置发送RADIUS报文的 大尝试次数 

 配置允许发起实时计费请求的 大尝试次数 

 配置RADIUS报文的DSCP优先级 

(9) （可选）配置 RADIUS 属性参数 

 配置RADIUS Attribute 15 的检查方式 

 配置RADIUS Attribute 25 的CAR参数解析功能 

 配置RADIUS Attribute 31 中的MAC地址格式 

 配置RADIUS Remanent_Volume属性的流量单位 

 配置RADIUS属性解释功能 

(10) （可选）配置 RADIUS 扩展功能 

 配置RADIUS计费报文缓存功能 

 配置用户下线时设备强制发送RADIUS计费停止报文 

 配置RADIUS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 

 配置RADIUS的accounting-on功能 

 配置RADIUS的session control功能 

 配置RADIUS DAE服务器功能 

 配置RADIUS告警功能 

1.5.2  RADIUS配置限制和指导 

采用设备作为 RADIUS 服务器时，创建的 RADIUS 方案中，仅 RADIUS 认证服务器、RADIUS 报

文的共享密钥和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需要配置，其它配置无需关注。 

1.5.3  配置RADIUS服务器探测模板 

1. 功能简介 

RADIUS 服务器探测功能是指，设备周期性发送探测报文探测 RADIUS 服务器是否可达：如果服务

器不可达，则置服务器状态为 block，如果服务器可达，则置服务器状态为 active。该探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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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赖于实际用户的认证过程，无论是否有用户向 RADIUS 服务器发起认证，无论是否有用户在线，

设备都会自动对指定的 RADIUS 服务器进行探测，便于及时获得该服务器的可达状态。 

RADIUS 服务器探测模板用于配置探测用户名、密码以及探测周期，并且可以被 RADIUS 方案视图

下的 RADIUS 服务器配置引用。 

RADIUS 服务器探测报文是一种模拟的认证请求报文，服务器探测模板中配置的探测用户名、密码

即为该探测报文中的认证用户名、密码。设备会在配置的探测周期内选择随机时间点向引用了服务

器探测模板的 RADIUS 服务器发送探测报文，且每次收到的探测应答消息仅能说明当前探测周期内

该 RADIUS 服务器可达。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系统支持同时存在多个 RADIUS 服务器探测模板。 

只有一个 RADIUS 服务器配置中成功引用了一个已经存在的服务器探测模板，设备才会启动对该

RADIUS 服务器的探测功能。 

服务器探测功能启动后，以下情况发生将会导致探测过程中止： 

• 删除该 RADIUS 服务器配置； 

• 取消对服务器探测模板的引用； 

• 删除对应的服务器探测模板； 

• 将该 RADIUS 服务器的状态手工置为 block； 

• 删除当前 RADIUS 方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RADIUS 服务器探测模板。 
radius-server test-profile profile-name username name [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 interval interval ] 

1.5.4  创建RADIUS方案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系统 多支持配置 16 个 RADIUS 方案。一个 RADIUS 方案可以同时被多个 ISP 域引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RADIUS 方案，并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1.5.5  配置RADIUS认证服务器 

1. 功能简介 

由于 RADIUS 服务器的授权信息是随认证应答报文发送给 RADIUS 客户端的，RADIUS 的认证和

授权功能由同一台服务器实现，因此 RADIUS 认证服务器相当于 RADIUS 认证/授权服务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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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ADIUS 方案中配置 RADIUS 认证服务器，指定设备对用户进行 RADIUS 认证时与哪些服务器

进行通信。 

一个 RADIUS 方案中 多允许配置一个主认证服务器和 16 个从认证服务器。缺省情况下，当主服

务器不可达时，设备根据从服务器的配置顺序由先到后查找状态为active的从服务器并与之交互。 

开启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后，设备会根据各服务器的权重以及服务器承载的用户负荷，按比例进行

用户负荷分配并选择要交互的服务器。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在不需要备份的情况下，只配置主 RADIUS 认证服务器即可。 

在实际组网环境中，可以指定一台服务器既作为某个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服务器，又作为另一个

RADIUS 方案的从认证服务器。 

在同一个方案中指定的主认证服务器和从认证服务器的主机名、IP 地址、端口号不能完全相同，并

且各从认证服务器的主机名、IP 地址、端口号也不能完全相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配置主 RADIUS 认证服务器。 
primary authentication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test-profile profile-name 
| weight weight-value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主 RADIUS 认证服务器。 

仅在 RADIUS 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处于开启状态下，参数 weight 才能生效。 

(4) （可选）配置从 RADIUS 认证服务器。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test-profile profile-name 
| weight weight-value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从 RADIUS 认证服务器。 

仅在 RADIUS 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处于开启状态下，参数 weight 才能生效。 

1.5.6  配置RADIUS计费服务器 

1. 功能简介 

通过在 RADIUS 方案中配置 RADIUS 计费服务器，指定设备对用户进行 RADIUS 计费时与哪些服

务器进行通信。 

一个 RADIUS 方案中 多允许配置一个主计费服务器和 16 个从计费服务器。缺省情况下，当主服

务器不可达时，设备根据从服务器的配置顺序由先到后查找状态为active的从服务器并与之交互。

开启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后，设备会根据各服务器的权重以及服务器承载的用户负荷，按比例进行

用户负荷分配并选择要交互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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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在不需要备份的情况下，只配置主 RADIUS 计费服务器即可。 

在实际组网环境中，可以指定一台服务器既作为某个 RADIUS 方案的主计费服务器，又作为另一个

RADIUS 方案的从计费服务器。 

在同一个方案中指定的主计费服务器和从计费服务器的主机名、IP 地址、端口号不能完全相同，并

且各从计费服务器的主机名、IP 地址、端口号也不能完全相同。 

目前 RADIUS 不支持对 FTP/SFTP/SCP 用户进行计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配置主 RADIUS 计费服务器。 
primary accounting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weight weight-value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主 RADIUS 计费服务器。 

仅在 RADIUS 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处于开启状态下，参数 weight 才能生效。 

(4) （可选）配置从 RADIUS 计费服务器。 
secondary accounting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weight weight-value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从 RADIUS 计费服务器。 

仅在 RADIUS 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处于开启状态下，参数 weight 才能生效。 

1.5.7  配置RADIUS报文的共享密钥 

1. 功能简介 

RADIUS 客户端与 RADIUS 服务器使用 MD5 算法并在共享密钥的参与下生成验证字，接受方根据

收到报文中的验证字来判断对方报文的合法性。只有在共享密钥一致的情况下，彼此才能接收对方

发来的报文并作出响应。 

由于设备优先采用配置 RADIUS 认证/计费服务器时指定的报文共享密钥，因此，本配置中指定的

RADIUS 报文共享密钥仅在配置 RADIUS 认证/计费服务器时未指定相应密钥的情况下使用。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必须保证设备上设置的共享密钥与 RADIUS 服务器上的完全一致。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配置 RADIUS 报文的共享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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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 accounting | authentication }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RADIUS 报文的共享密钥。 

1.5.8  配置RADIUS服务器的状态 

1. RADIUS服务器状态切换简介 

RADIUS 方案中各服务器的状态（active、block）决定了设备向哪个服务器发送请求报文，以

及设备在与当前服务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如何转而与另外一个服务器进行交互。在实际组网环境

中，可指定一个主 RADIUS 服务器和多个从 RADIUS 服务器，由从服务器作为主服务器的备份。

当 RADIUS 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处于开启状态时，设备仅根据当前各服务器承载的用户负荷调度状

态为 active 的服务器发送认证或计费请求。当 RADIUS 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处于关闭状态时，设

备上主从服务器的切换遵从以下原则： 

• 当主服务器状态为 active 时，设备首先尝试与主服务器通信，若主服务器不可达，则按照

从服务器的配置先后顺序依次查找状态为 active 的从服务器。 

• 只要存在状态为 active 的服务器，设备就仅与状态为 active 的服务器通信，即使该服务

器不可达，设备也不会尝试与状态为 block 的服务器通信。 

• 当主/从服务器的状态均为 block 时，设备才会尝试与主服务器进行通信，若未配置主服务器，

则设备尝试与首个配置的从服务器通信。 

• 如果服务器不可达，则设备将该服务器的状态置为block，并启动该服务器的quiet定时器。

当服务器的 quiet 定时器超时，或者手动将服务器状态置为 active 时，该服务器将恢复为

active 状态。 

• 在一次认证或计费过程中，如果设备在尝试与从服务器通信时，之前已经查找过的服务器状

态由 block 恢复为 active，则设备并不会立即恢复与该服务器的通信，而是继续查找从服

务器。如果所有已配置的服务器都不可达，则认为本次认证或计费失败。 

• 如果在认证或计费过程中删除了当前正在使用的服务器，则设备在与该服务器通信超时后，

将会立即从主服务器开始依次查找状态为 active 的服务器并与之进行通信。 

• 一旦服务器状态满足自动切换的条件，则所有 RADIUS 方案视图下该服务器的状态都会相应

地变化。 

• 将认证服务器的状态由 active 修改为 block 时，若该服务器引用了 RADIUS 服务器探测模

板，则关闭对该服务器的探测功能；反之，将认证服务器的状态由 block 更改为 active 时，

若该服务器引用了一个已存在的 RADIUS 服务器探测模板，则开启对该服务器的探测功能。 

• 缺省情况下，设备将配置了 IP 地址的各 RADIUS 服务器的状态均置为 active，认为所有的

服务器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但有些情况下用户可能需要通过以下配置手工改变 RADIUS 服

务器的当前状态。例如，已知某服务器故障，为避免设备认为其 active 而进行无意义的尝

试，可暂时将该服务器状态手工置为 block。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置的服务器状态不能被保存在配置文件中，可通过 display radius scheme 命令查看。 

设备重启后，各服务器状态将恢复为缺省状态 active。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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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设置 RADIUS 认证服务器的状态。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设置主 RADIUS 认证服务器的状态。 
state primary authentication { active | block } 

 设置主 RADIUS 计费服务器的状态。 
state primary accounting { active | block } 

 设置从 RADIUS 认证服务器的状态。 
state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 { active | block } 

 设置从 RADIUS 计费服务器的状态。 
state secondary accounting [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 { active | block } 

缺省情况下，RADIUS 服务器的状态为 active。 

1.5.9  配置RADIUS服务器的定时器 

1. 定时器简介 

在与 RADIUS 服务器交互的过程中，设备上可启动的定时器包括以下几种： 

• 服务器响应超时定时器（response-timeout）：如果在 RADIUS 请求报文发送出去一段时

间后，设备还没有得到 RADIUS 服务器的响应，则有必要重传 RADIUS 请求报文，以保证用

户尽可能地获得 RADIUS 服务，这段时间被称为 RADIUS 服务器响应超时时间。 

• 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定时器（quiet）：当服务器不可达时，设备将该服务器的状态置为 block，

并开启超时定时器，在设定的一定时间间隔之后，再将该服务器的状态恢复为 active。这段

时间被称为 RADIUS 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时长。 

• 实时计费间隔定时器（realtime-accounting）：为了对用户实施实时计费，有必要定期向

服务器发送实时计费更新报文，通过设置实时计费的时间间隔，设备会每隔设定的时间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一次在线用户的计费信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置 RADIUS 服务器的定时器时，请遵循以下配置原则： 

• 要根据配置的从服务器数量合理设置发送 RADIUS 报文的 大尝试次数和 RADIUS 服务器响

应超时时间，避免因为超时重传时间过长，在主服务器不可达时，出现设备在尝试与从服务

器通信的过程中接入模块（例如 Telnet 模块）的客户端连接已超时的现象。但是，有些接入

模块的客户端的连接超时时间较短，在配置的从服务器较多的情况下，即使将报文重传次数

和 RADIUS 服务器响应超时时间设置的很小，也可能会出现上述客户端超时的现象，并导致

初次认证或计费失败。这种情况下，由于设备会将不可达服务器的状态设置为 block，在下

次认证或计费时设备就不会尝试与这些状态为 block 的服务器通信，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查找

可达服务器的时间，因此用户再次尝试认证或计费就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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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根据配置的从服务器数量合理设置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的时间。如果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

时间设置得过短，就会出现设备反复尝试与状态 active 但实际不可达的服务器通信而导致

的认证或计费频繁失败的问题；如果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设置的过长，则会导致已经恢复激

活状态的服务器暂时不能为用户提供认证或计费服务。 

• 实时计费间隔的取值对设备和 RADIUS 服务器的性能有一定的相关性要求，取值小，会增加

网络中的数据流量，对设备和 RADIUS 服务器的性能要求就高；取值大，会影响计费的准确

性。因此要结合网络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计费间隔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建议当用户量比较

大（大于等于 1000）时，尽量把该间隔的值设置得大一些（大于 15 分钟）。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设置 RADIUS 定时器参数。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设置服务器响应超时时间。 
timer response-timeout seconds 

缺省情况下，服务器响应超时定时器为 3 秒。 

 设置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的时间。 
timer quiet minutes 

缺省情况下，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前需要等待 5 分钟。 

 设置实时计费间隔。 
timer realtime-accounting interval [ second ] 

缺省情况下，实时计费间隔为 12 分钟。 

1.5.10  配置发送RADIU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1. 功能简介 

RADIUS 服务器上通过 IP 地址来标识接入设备，并根据收到的 RADIUS 报文的源 IP 地址是否与服

务器所管理的接入设备的 IP 地址匹配，来决定是否处理来自该接入设备的认证或计费请求。若

RADIUS 服务器收到的 RADIUS 认证或计费报文的源地址在所管理的接入设备 IP 地址范围内，则

会进行后续的认证或计费处理，否则直接丢弃该报文。 

设备发送 RADIUS 报文时，根据以下顺序查找使用的源地址： 

(1) 当前所使用的 RADIUS 方案中配置的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2) 系统视图下配置的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3) 通过路由查找到的发送 RADIUS 报文的出接口地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在系统视图和 RADIUS 方案视图下均可配置，系统视图下的配置

将对所有 RADIUS 方案生效，RADIUS 方案视图下的配置仅对本方案有效，并且具有高于前者的优

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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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认证和计费报文可被服务器正常接收并处理，接入设备上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必

须与 RADIUS 服务器上指定的接入设备的 IP 地址保持一致。 

通常，该地址为接入设备上与 RADIUS 服务器路由可达的接口 IP 地址，为避免物理接口故障时从

服务器返回的报文不可达，推荐使用 Loopback 接口地址为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 IP 地址。

但在一些特殊的组网环境中，例如在接入设备使用 VRRP（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
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进行双机热备应用时，可以将该地址指定为 VRRP 上行链路所在备份组的虚

拟 IP 地址。 

3. 为所有RADIUS方案配置发送RADIU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设备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radius nas-ip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设备将以发送报文的接口主 IP 地址作

为源地址。 

4. 为指定RADIUS方案配置发送RADIU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设置设备发送 RADIU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nas-ip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使用系统视图下由命令 radius nas-ip 指定的源地址，若系统视图下未指定

源地址，则使用发送 RADIUS 报文的接口主 IP 地址。 

1.5.11  配置发送给RADIUS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和数据统计单位 

1. 功能简介 

接入用户通常以“userid@isp-name”的格式命名，“@”后面的部分为 ISP 域名，设备通过该域

名决定将用户归于哪个 ISP 域。由于有些较早期的 RADIUS 服务器不能接受携带有 ISP 域名的用户

名，因此就需要设备首先将用户名中携带的 ISP 域名去除后再传送给该类 RADIUS 服务器。通过设

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就可以选择发送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中是否要携带

ISP 域名，以及是否保持用户输入的原始用户名格式。 

设备通过发送计费报文，向 RADIUS 服务器报告在线用户的数据流量统计值，该值的单位可配。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要在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 ISP 域中引用相同的 RADIUS 方案，建议设置该 RADIUS 方案允许

用户名中携带 ISP 域名，使得 RADIUS 服务器端可以根据 ISP 域名来区分不同的用户。 

为保证 RADIUS 服务器计费的准确性，设备上设置的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数据流或者数据包

的单位应与 RADIUS 服务器上的流量统计单位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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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设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 
user-name-format { keep-original | with-domain | without-domain } 

缺省情况下，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携带 ISP 域名。 

如果采用设备作为 RADIUS 服务器，则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必须设置为

without-domain。 

(4) 设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数据流或者数据包的单位。 
data-flow-format { data { byte | giga-byte | kilo-byte | mega-byte } | 
packet { giga-packet | kilo-packet | mega-packet | one-packet } } * 

缺省情况下，数据流的单位为字节，数据包的单位为包。 

1.5.12  配置发送RADIUS报文的最大尝试次数 

1. 功能简介 

由于RADIUS协议采用UDP报文来承载数据，因此其通信过程是不可靠的。如果设备在应答超时定

时器规定的时长内（由timer response-timeout命令配置）没有收到RADIUS服务器的响应，

则设备有必要向RADIUS服务器重传RADIUS请求报文。如果发送RADIUS请求报文的累计次数已达

到指定的 大尝试次数而RADIUS服务器仍旧没有响应，则设备将尝试与其它服务器通信，如果不

存在状态为active的服务器，则认为本次认证或计费失败。关于RADIUS服务器状态的相关内容，

请参见“1.5.8  配置RADIUS服务器的状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设置发送 RADIUS 报文的 大尝试次数。 
retry retries 

缺省情况下，发送 RADIUS 报文的 大尝试次数为 3 次。 

1.5.13  配置允许发起实时计费请求的最大尝试次数 

1. 功能简介 

通过在设备上配置发起实时计费请求的 大尝试次数，允许设备向 RADIUS 服务器发出的实时计费

请求没有得到响应的次数超过指定的 大值时切断用户连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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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设置允许发起实时计费请求的 大尝试次数。 
retry realtime-accounting retries 

缺省情况下，允许发起实时计费请求的 大尝试次数为 5。 

1.5.14  配置RADIUS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 携带在 IP 报文中的 ToS 字段，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

通过本命令可以指定设备发送的 RADIUS 报文携带的 DSCP 优先级的取值。配置 DSCP 优先级的

取值越大，RADIUS 报文的优先级越高。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RADIUS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radius [ ipv6 ]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RADIUS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0。 

1.5.15  配置RADIUS Attribute 15 的检查方式 

1. 功能简介 

RADIUS 15 号属性为Login-Service属性，该属性携带在Access-Accept报文中，由RADIUS服务器

下发给设备，表示认证用户的业务类型，例如属性值 0 表示Telnet业务。设备检查用户登录时采用

的业务类型与服务器下发的Login-Service属性所指定的业务类型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则用户认证

失败 。由于RFC中并未定义SSH、FTP和Terminal这三种业务的Login-Service属性值，因此设备无

法针对SSH、FTP、Terminal用户进行业务类型一致性检查，为了支持对这三种业务类型的检查，

本公司为Login-Service属性定义了 表 1-4 所示的扩展取值。 

表1-4 扩展的 Login-Service 属性值 

属性值 描述 

50 用户的业务类型为SSH 

51 用户的业务类型为FTP 

52 用户的业务类型为Terminal 

 

可以通过配置设备对 RADIUS 15 号属性的检查方式，控制设备是否使用扩展的 Login-Service 属性

值对用户进行业务类型一致性检查。 

• 严格检查方式：设备使用标准属性值和扩展属性值对用户业务类型进行检查，对于 SSH、FTP、
Terminal 用户，当 RADIUS 服务器下发的 Login-Service 属性值为对应的扩展取值时才能够通

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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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散检查方式：设备使用标准属性值对用户业务类型进行检查，对于 SSH、FTP、Terminal
用户，在 RADIUS 服务器下发的 Login-Service 属性值为 0（表示用户业务类型为 Telnet）时

才能够通过认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由于某些 RADIUS 服务器不支持自定义的属性，无法下发扩展的 Login-Service 属性，若要使用这

类 RADIUS 服务器对 SSH、FTP、Terminal 用户进行认证，建议设备上对 RADIUS 15 号属性值采

用松散检查方式。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配置对 RADIUS Attribute 15 的检查方式。 
attribute 15 check-mode { loose | strict } 

缺省情况下，对 RADIUS Attribute 15 的检查方式为 strict 方式。 

1.5.16  配置RADIUS Attribute 25 的CAR参数解析功能 

1. 功能简介 

RADIUS 的 25 号属性为 class 属性，该属性由 RADIUS 服务器下发给设备，但 RFC 中并未定义具

体的用途，仅规定了设备需要将服务器下发的 class 属性再原封不动地携带在计费请求报文中发送

给服务器即可，同时 RFC 并未要求设备必须对该属性进行解析。目前，某些 RADIUS 服务器利用

class属性来对用户下发 CAR参数，为了支持这种应用，可以通过本特性来控制设备是否将RADIUS 
25 号属性解析为 CAR 参数，解析出的 CAR 参数可被用来进行基于用户的流量监管控制。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开启 RADIUS Attribute 25 的 CAR 参数解析功能。 
attribute 25 car 

缺省情况下，RADIUS Attribute 25 的 CAR 参数解析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17  配置RADIUS Attribute 31 中的MAC地址格式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不同的 RADIUS 服务器对填充在 RADIUS Attribute 31 中的 MAC 地址有不同的格式要求，为了保

证 RADIUS 报文的正常交互，设备发送给服务器的 RADIUS Attribute 31 号属性中 MAC 地址的格

式必须与服务器的要求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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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配置 RADIUS Attribute 31 中的 MAC 地址格式。 
attribute 31 mac-format section { six | three } separator 
separator-character { lowercase | uppercase } 

缺省情况下，RADIUS Attribute 31 中的 MAC 地址为大写字母格式，且被分隔符“-”分成 6
段，即为 HH-HH-HH-HH-HH-HH 的格式。 

1.5.18  配置RADIUS Remanent_Volume属性的流量单位 

1. 功能简介 

Remanent_Volume 属性为本公司自定义 RADIUS 属性，携带在 RADIUS 服务器发送给接入设备的

认证响应或实时计费响应报文中，用于向接入设备通知在线用户的剩余流量值。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管理员设置的Remanent_Volume属性流量单位应与RADIUS服务器上统计用户流量的单位保

持一致，否则设备无法正确使用 Remanent_Volume 属性值对用户进行计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配置 RADIUS Remanent_Volume 属性的流量单位。 
attribute remanent-volume unit { byte | giga-byte | kilo-byte | 
mega-byte } 

缺省情况下，Remanent_Volume 属性的流量单位是千字节。 

1.5.19  配置RADIUS属性解释功能 

1. 功能简介 

不同厂商的 RADIUS 服务器所支持的 RADIUS 属性集有所不同，而且相同属性的用途也可能不同。

为了兼容不同厂商的服务器的 RADIUS 属性，需要开启 RADIUS 属性解释功能，并定义相应的

RADIUS 属性转换规则和 RADIUS 属性禁用规则。 

开启 RADIUS 解释功能后，设备在发送和接收 RADIUS 报文时，可以按照配置的属性转换规则以

及属性禁用规则对 RADIUS 报文中的属性进行不同的处理： 

• 设备发送 RADIUS 报文时，将报文中匹配上禁用规则的属性从报文中删除，将匹配上转换规

则的属性替换为指定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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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接收 RADIUS 报文时，不处理报文中匹配上禁用规则的属性，将匹配上转换规则的属性

解析为指定的属性。 

如果设备需要按照某种既定规则去处理一些无法识别的其他厂商的私有 RADIUS 属性，可以定义

RADIUS 扩展属性。通过自定义 RADIUS 扩展属性，并结合 RADIUS 属性转换功能，可以将系统

不可识别的属性映射为已知属性来处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一个 RADIUS 方案视图下，对于同一个 RADIUS 属性，存在以下配置限制： 

• 如果已经配置了禁用规则，则不允许再配置转换规则；反之亦然。 

• 基于方向（received、sent）的规则和基于报文类型（access-accept、

access-request、accounting）的规则，不能同时配置，只能存在一种。 

• 对于基于方向的规则，可以同时存在两条不同方向的规则；对于基于报文类型的规则，可以

存在同时存在三条不同类型的规则。 

3. 配置RADIUS属性解释功能（基于RADIUS方案）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定义 RADIUS 扩展属性。 
radius attribute extended attribute-name [ vendor vendor-id ] code 
attribute-code type { binary | date | integer | interface-id | ip | ipv6 | 
ipv6-prefix | octets | string } 

(3)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4) 开启 RADIUS 属性解释功能。 
attribute translate 

缺省情况下，RADIUS 属性解释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 配置 RADIUS 属性转换/禁用规则。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RADIUS 属性转换规则。 
attribute convert src-attr-name to dest-attr-name { { access-accept | 
access-request | accounting } * | { received | sent }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任何 RADIUS 属性转换规则。 

 配置 RADIUS 属性禁用规则。 
attribute reject attr-name { { access-accept | access-request | 
accounting } * | { received | sent }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任何 RADIUS 属性禁用规则。 

4. 配置RADIUS属性解释功能（基于RADIUS DAE服务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定义 RADIUS 扩展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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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s attribute extended attribute-name [ vendor vendor-id ] code 
attribute-code type { binary | date | integer | interface-id | ip | ipv6 | 
ipv6-prefix | octets | string } 

(3) 进入 RADIUS DAE 服务器视图。 
radius dynamic-author server 

(4) 开启 RADIUS 属性解释功能。 
attribute translate 

缺省情况下，RADIUS 属性解释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 配置 RADIUS 属性转换/禁用规则。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RADIUS 属性转换。 
attribute convert src-attr-name to dest-attr-name { { coa-ack | 
coa-request } * | { received | sent }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任何 RADIUS 属性转换。 

 配置 RADIUS 属性禁用。 
attribute reject attr-name { { coa-ack | coa-request } * | { received | 
sent }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任何 RADIUS 属性禁用。 

1.5.20  配置RADIUS计费报文缓存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用户请求断开连接或者设备强行切断用户连接的情况下，设备会向 RADIUS 计费服务器发起停止

计费请求。为了使得设备尽量与 RADIUS 服务器同步切断用户连接，可以开启对无响应的 RADIUS
停止计费报文缓存功能，将停止计费报文缓存在本机上，然后多次尝试向服务器发起停止计费请求。

如果在发起停止计费请求的尝试次数达到指定的 大值后设备仍然没有收到响应，则将其从缓存中

删除。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开启对无响应的 RADIUS 停止计费请求报文的缓存功能。 
stop-accounting-buff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设备缓存未得到响应的 RADIUS 停止计费请求报文。 

(4) （可选）设置发起 RADIUS 停止计费请求的 大尝试次数。 
retry stop-accounting retries 

缺省情况下，发起 RADIUS 停止计费请求的 大尝试次数为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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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  配置用户下线时设备强制发送RADIUS计费停止报文 

1. 功能简介 

通常，RADIUS 服务器在收到用户的计费开始报文后才会生成用户表项，但有一些 RADIUS 服务器

在用户认证成功后会立即生成用户表项。如果设备使用该类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认证/授权/计费，

则在用户认证后，因为一些原因（比如授权失败）并未发送计费开始报文，则在该用户下线时设备

也不会发送 RADIUS 计费停止报文，就会导致 RADIUS 服务器上该用户表项不能被及时释放，形

成服务器和设备上用户信息不一致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开启本功能。 

开启本功能后，只要用户使用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计费，且设备未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计费开

始报文，则在用户下线时设备会强制发送一个 RADIUS 计费停止报文给服务器，使得服务器收到此

报文后及时释放用户表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配置用户下线时设备强制发送 RADIUS 计费停止报文。 
stop-accounting-packet send-force 

缺省情况下，用户下线时设备不会强制发送计费停止报文。 

1.5.22  配置RADIUS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RADIUS 服务器的调度采用主/从模式，即设备优先与主服务器交互，当主服务器不可

达时，设备根据从服务器的配置顺序由先到后查找状态为 active 的从服务器并与之交互。 

RADIUS 方案中开启了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后，设备会根据各服务器的权重以及服务器承载的用户

负荷，按比例进行用户负荷分配并选择要交互的服务器。 

负载分担模式下，某台计费服务器开始对某用户计费后，该用户后续计费请求报文均会发往同一计

费服务器。如果该计费服务器不可达，则直接返回计费失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开启 RADIUS 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 
server-load-shar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RADIUS 服务器负载分担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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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配置RADIUS的accounting-on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accounting-on 功能后，整个设备会在重启后主动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 accounting-on 报文

来告知自己已经重启，并要求 RADIUS 服务器停止计费且强制通过本设备上线的用户下线。该功能

可用于解决设备重启后，重启前的原在线用户因被 RADIUS 服务器认为仍然在线而短时间内无法再

次登录的问题。若设备发送 accounting-on 报文后 RADIUS 服务器无响应，则会在按照一定的时间

间隔（interval interval）尝试重发几次（send send-times）。 

accounting-on 扩展功能是为了适应分布式架构而对 accounting-on 功能的增强。 

accounting-on 扩展功能适用于 lan-access 用户，该类型的用户数据均保存在用户接入的成员设备

上。开启 accounting-on 扩展功能后，当有用户发起接入认证的成员设备重启时，设备会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携带设成员设备标识的 accounting-on 报文，用于通知 RADIUS 服务器对该成员设备的

用户停止计费且强制用户下线。如果自上一次重启之后，成员设备上没有用户接入认证的记录，则

该成员设备再次重启，并不会触发设备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携带成员设备标识的 accounting-on
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在 accounting-on 功能处于开启状态，且和 iMC 服务器配合使用的情况下，accounting-on 扩

展功能才能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ADIUS 方案视图。 
radius scheme radius-scheme-name 

(3) 开启 accounting-on 功能。 
accounting-on enable [ interval interval | send send-times ] * 

缺省情况下，accounting-o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开启 accounting-on 扩展功能。 
accounting-on extended 

缺省情况下，accounting-on 扩展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24  配置RADIUS的session control功能 

1. 功能简介 

iMC RADIUS服务器使用 session control报文向设备发送授权信息的动态修改请求以及断开连接请

求。开启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后，设备会打开知名 UDP 端口 1812 来监听并接收 RADIUS
服务器发送的 session control 报文。 

当设备收到 session control 报文时，通过 session control 客户端配置验证 RADIUS session control
报文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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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需要注意的是，该功能仅能和 iMC RADIUS 服务器配合使用。缺省情况下，为节省系统资源，设备

上的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因此，在使用 iMC RADIUS 服务器且服务器需

要对用户授权信息进行动态修改或强制用户下线的情况下，必须开启此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 
radius session-control enable 

缺省情况下，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指定 session control 客户端。 
radius session-control client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session control 客户端。 

1.5.25  配置RADIUS DAE服务器功能 

1. 功能简介 

DAE（Dynamic Authorization Extensions，动态授权扩展）协议是 RFC 5176 中定义的 RADIUS
协议的一个扩展，它用于强制认证用户下线，或者更改在线用户授权信息。DAE 采用客户端/服务

器通信模式，由 DAE 客户端和 DAE 服务器组成。 

• DAE 客户端：用于发起 DAE 请求，通常驻留在一个 RADIUS 服务器上，也可以为一个单独

的实体。 

• DAE 服务器：用于接收并响应 DAE 客户端的 DAE 请求，通常为一个 NAS（Network Access 
Server，网络接入服务器）设备。 

DAE 报文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 DMs（Disconnect Messages）：用于强制用户下线。DAE 客户端通过向 NAS 设备发送 DM
请求报文，请求 NAS 设备按照指定的匹配条件强制用户下线。 

• COA（Change of Authorization）Messages：用于更改用户授权信息。DAE 客户端通过向

NAS 设备发送 COA 请求报文，请求 NAS 设备按照指定的匹配条件更改用户授权信息。 

在设备上开启 RADIUS DAE 服务后，设备将作为 RADIUS DAE 服务器在指定的 UDP 端口监听指

定的 RADIUS DAE 客户端发送的 DAE 请求消息，然后根据请求消息进行用户授权信息的修改、断

开用户连接、关闭/重启用户接入端口或重认证用户，并向RADIUS DAE客户端发送DAE应答消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RADIUS DAE 服务，并进入 RADIUS DAE 服务器视图。 
radius dynamic-author server 

缺省情况下， RADIUS DAE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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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 RADIUS DAE 客户端。 
client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RADIUS DAE 客户端。 

(4) （可选）指定 RADIUS DAE 服务端口。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RADIUS DAE 服务端口为 3799。 

1.5.26  配置RADIUS告警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相应的 RADIUS 告警功能后，RADIUS 模块会生成告警信息，用于报告该模块的重要事件： 

• 当 NAS 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计费或认证请求没有收到响应时，会重传请求，当重传次数达

到 大传送次数时仍然没有收到响应时，NAS 认为该服务器不可达，并发送表示 RADIUS 服

务器不可达的告警信息。 

• 当 timer quiet 定时器设定的时间到达后，NAS 将服务器的状态置为激活状态并发送表示

RADIUS 服务器可达的告警信息。 

• 当 NAS 发现认证失败次数与认证请求总数的百分比超过阈值时，会发送表示认证失败次数超

过阈值的告警信息。 

生成的告警信息将发送到设备的 SNMP 模块，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告

警信息输出的相关属性。有关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RADIUS 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radius [ accounting-server-down | 
accounting-server-up | authentication-error-threshold | 
authentication-server-down | authentication-server-up ] * 

缺省情况下，所有类型的 RADIUS 告警功能均处于关闭状态。 

1.5.27  RADIUS显示和维护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RADIUS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相关统计信息。 

表1-5 RADIUS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所有或指定RADIUS方案的配置信息 display radius scheme [ radius-scheme-name ] 

显示RADIUS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radiu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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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缓存的RADIUS停止计费请求报文的相

关信息 

display stop-accounting-buffer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session-id session-id | 
time-range start-time end-time | user-name 
user-name } 

清除RADIUS协议的统计信息 reset radius statistics 

清除缓存的RADIUS停止计费请求报文 

reset stop-accounting-buffer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session-id session-id | 
time-range start-time end-time | user-name 
user-name } 

 

1.6  配置HWTACACS 

1.6.1  HWTACACS配置任务简介 

HWTACACS 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HWTACACS方案 

(2) 配置HWTACACS认证服务器 

(3) 配置HWTACACS授权服务器 

(4) 配置HWTACACS计费服务器 

(5) 配置HWTACACS报文的共享密钥 

若配置 HWTACACS 服务器时未指定共享密钥，则可以通过本任务统一指定对所有认证/计费

HWTACACS 服务器生效的共享密钥。 

(6) （可选）配置HWTACACS服务器的定时器 

(7) （可选）配置 HWTACACS 报文交互参数 

 配置发送HWTACAC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配置发送给HWTACACS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和数据统计单位 

(8) （可选）配置HWTACACS计费报文缓存功能 

1.6.2  创建HWTACACS方案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系统 多支持配置 16 个 HWTACACS 方案。一个 HWTACACS 方案可以同时被多个 ISP 域引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HWTACACS 方案，并进入 HWTACACS 方案视图。 
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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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配置HWTACACS认证服务器 

1. 功能简介 

通过在 HWTACACS 方案中配置 HWTACACS 认证服务器，指定设备对用户进行 HWTACACS 认证

时与哪个服务器进行通信。 

一个 HWTACACS 方案中 多允许配置一个主认证服务器和 16 个从认证服务器。当主服务器不可

达时，设备根据从服务器的配置顺序由先到后查找状态为 active 的从服务器并与之交互。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在不需要备份的情况下，只配置主 HWTACACS 认证服务器即可。 

在实际组网环境中，可以指定一台服务器既作为某个 HWTACACS 方案的主认证服务器，又作为另

一个 HWTACACS 方案的从认证服务器。 

在同一个方案中指定的主认证服务器和从认证服务器的主机名、IP 地址、端口号不能完全相同，并

且各从认证服务器的主机名、IP 地址、端口号也不能完全相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HWTACACS 方案视图。 
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3) 配置主 HWTACACS 认证服务器。 
primary authentication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single-connection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主 HWTACACS 认证服务器。 

(4) （可选）配置从 HWTACACS 认证服务器。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single-connection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从 HWTACACS 认证服务器。 

1.6.4  配置HWTACACS授权服务器 

1. 功能简介 

通过在 HWTACACS 方案中配置 HWTACACS 授权服务器，指定设备对用户进行 HWTACACS 授权

时与哪个服务器进行通信。 

一个 HWTACACS 方案中 多允许配置一个主授权服务器和 16 个从授权服务器。当主服务器不可

达时，设备根据从服务器的配置顺序由先到后查找状态为 active 的从服务器并与之交互。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在不需要备份的情况下，只配置主 HWTACACS 授权服务器即可。 

在实际组网环境中，可以指定一台服务器既作为某个 HWTACACS 方案的主授权服务器，又作为另

一个 HWTACACS 方案的从授权服务器。 

在同一个方案中指定的主授权服务器和从授权服务器的主机名、IP 地址、端口号不能完全相同，并

且各从授权服务器的主机名、IP 地址、端口号也不能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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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HWTACACS 方案视图。 
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3) 配置主 HWTACACS 授权服务器。 
primary authorization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single-connection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主 HWTACACS 授权服务器。 

(4) （可选）配置从 HWTACACS 授权服务器。 
secondary authorization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single-connection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从 HWTACACS 授权服务器。 

1.6.5  配置HWTACACS计费服务器 

1. 功能简介 

通过在 HWTACACS 方案中配置 HWTACACS 计费服务器，指定设备对用户进行 HWTACACS 计费

时与哪个服务器进行通信。 

一个 HWTACACS 方案中 多允许配置一个主计费服务器和 16 个从计费服务器。当主服务器不可

达时，设备根据从服务器的配置顺序由先到后查找状态为 active 的从服务器并与之交互。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在不需要备份的情况下，只配置主 HWTACACS 计费服务器即可。 

在实际组网环境中，可以指定一台服务器既作为某个 HWTACACS 方案的主计费服务器，又作为另

一个 HWTACACS 方案的从计费服务器。 

在同一个方案中指定的主计费服务器和从计费服务器的主机名、IP 地址、端口号不能完全相同，并

且各从计费服务器的主机名、IP 地址、端口号也不能完全相同。 

目前 HWTACACS 不支持对 FTP/SFTP/SCP 用户进行计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HWTACACS 方案视图。 
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3) 配置主 HWTACACS 计费服务器。 
primary accounting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single-connection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主 HWTACACS 计费服务器。 

(4) （可选）配置从 HWTACACS 计费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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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accounting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number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single-connection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从 HWTACACS 计费服务器。 

1.6.6  配置HWTACACS报文的共享密钥 

1. 功能简介 

HWTACACS客户端与HWTACACS服务器使用MD5算法并在共享密钥的参与下加密HWTACACS
报文。只有在密钥一致的情况下，彼此才能接收对方发来的报文并作出响应。 

由于设备优先采用配置 HWTACACS 认证/授权/计费服务器时指定的报文共享密钥，因此，本配置

中指定的 HWTACACS 报文共享密钥仅在配置 HWTACACS 认证/授权/计费服务器时未指定相应密

钥的情况下使用。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必须保证设备上设置的共享密钥与 HWTACACS 服务器上的完全一致。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HWTACACS 方案视图。 
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3) 配置 HWTACACS 认证、授权、计费报文的共享密钥。 
key { accounting | authentication | authorization }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 HWTACACS 报文的共享密钥。 

1.6.7  配置HWTACACS服务器的定时器 

1. 定时器及服务器状态切换简介 

在与 HWTACACS 服务器交互的过程中，设备上可启动的定时器包括以下几种： 

• 服务器响应超时定时器（response-timeout）：如果在 HWTACACS 请求报文传送出去一

段时间后，设备还没有得到 HWTACACS 服务器的响应，则会将该服务器的状态置为 block，

并向下一个 HWTACACS 服务器发起请求，以保证用户尽可能得到 HWTACACS 服务，这段

时间被称为 HWTACACS 服务器响应超时时长。 

• 实时计费间隔定时器（realtime-accounting）：为了对用户实施实时计费，有必要定期向

服务器发送用户的实时计费信息，通过设置实时计费的时间间隔，设备会每隔设定的时间向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一次在线用户的计费信息。 

• 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定时器（quiet）：当服务器不可达时，设备将该服务器的状态置为 block，

并开启超时定时器，在设定的一定时间间隔之后，再将该服务器的状态恢复为 active。这段

时间被称为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时长。 

HWTACACS 方案中各服务器的状态（active、block）决定了设备向哪个服务器发送请求报文，

以及设备在与当前服务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如何转而与另外一个服务器进行交互。在实际组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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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可指定一个主 HWTACACS 服务器和多个从 HWTACACS 服务器，由从服务器作为主服务器

的备份。通常情况下，设备上主从服务器的切换遵从以下原则： 

• 当主服务器状态为 active 时，设备首先尝试与主服务器通信，若主服务器不可达，则按照

从服务器的配置先后顺序依次查找状态为 active 的从服务器进行认证或者计费。 

• 只要存在状态为 active 的服务器，设备就仅与状态为 active 的服务器通信，即使该服务

器不可达，设备也不会尝试与状态为 block 的服务器通信。 

• 当主/从服务器的状态均为 block 时，设备尝试与主服务器进行通信，若未配置主服务器，则

设备尝试与首个配置的从服务器通信。 

• 如果服务器不可达，则设备将该服务器的状态置为 block，同时启动该服务器的 quiet 定时

器。当服务器的 quiet 定时器超时，该服务器将恢复为 active 状态。 

• 在一次认证或计费过程中，如果设备在尝试与从服务器通信时，之前已经查找过的服务器状

态由 block 恢复为 active，则设备并不会立即恢复与该服务器的通信，而是继续查找从服

务器。如果所有已配置的服务器都不可达，则认为本次认证或计费失败。 

• 如果在认证或计费过程中删除了当前正在使用的服务器，则设备在与该服务器通信超时后，

将会立即从主服务器开始依次查找状态为 active 的服务器并与之进行通信。 

• 一旦服务器状态满足自动切换的条件，则所有 HWTACACS 方案视图下该服务器的状态都会

相应地变化。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实时计费间隔的取值对设备和 HWTACACS 服务器的性能有一定的相关性要求，取值越小，对设备

和 HWTACACS 服务器的性能要求越高。建议当用户量比较大（大于等于 1000）时，尽量把该间

隔的值设置得大一些（大于 15 分钟）。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HWTACACS 方案视图。 
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3) 设置 HWTACACS 定时器参数。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设置 HWTACACS 服务器响应超时时间。 
timer response-timeout seconds 

缺省情况下，服务器响应超时时间为 5 秒。 

 设置实时计费的时间间隔。 
timer realtime-accounting minutes 

缺省情况下，实时计费间隔为 12 分钟。 

 设置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的时间。 
timer quiet minutes 

缺省情况下，服务器恢复激活状态前需要等待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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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配置发送HWTACAC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1. 功能简介 

HWTACACS 服务器上通过 IP 地址来标识接入设备，并根据收到的 HWTACACS 报文的源 IP 地址

是否与服务器所管理的接入设备的 IP 地址匹配，来决定是否处理来自该接入设备的认证、授权或计

费请求。若 HWTACACS 服务器收到的 HWTACACS 认证或计费报文的源地址在所管理的接入设备

IP 地址范围内，则会进行后续的认证或计费处理，否则直接丢弃该报文。 

设备发送 HWTACACS 报文时，根据以下顺序查找使用的源地址： 

(1) 当前所使用的 HWTACACS 方案中配置的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2) 系统视图下配置的发送 HWTACACS 报文的源地址。  

(3) 通过路由查找到的发送 HWTACACS 报文的出接口地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发送给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在系统视图和 HWTACACS 方案视图下均可以进行配置，系

统视图下的配置将对所有 HWTACACS 方案生效，HWTACACS 方案视图下的配置仅对本方案有效，

并且具有高于前者的优先级。 

为保证认证、授权和计费报文可被服务器正常接收并处理，接入设备上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

的源地址必须与 HWTACACS 服务器上指定的接入设备的 IP 地址保持一致。 

通常，该地址为接入设备上与 HWTACACS 服务器路由可达的接口 IP 地址，为避免物理接口故障

时从服务器返回的报文不可达，推荐使用 Loopback 接口地址为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 IP
地址。但在一些特殊的组网环境中，例如在接入设备使用 VRRP 进行双机热备应用时，可以将该地

址指定为 VRRP 上行链路所在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 

3. 为所有HWTACACS方案配置发送HWTACAC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设备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hwtacacs nas-ip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设备将以发送报文的接口主 IP 地

址作为源地址。 

4. 为指定HWTACACS方案配置发送HWTACACS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HWTACACS 方案视图。 
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3) 设置设备发送 HWTACACS 报文使用的源地址。 
nas-ip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使用系统视图下由命令 hwtacacs nas-ip 指定的源地址，若系统视图下未指

定源地址，则使用发送 HWTACACS 报文的接口主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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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配置发送给HWTACACS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和数据统计单位 

1. 功能简介 

接入用户通常以“userid@isp-name”的格式命名，“@”后面的部分为 ISP 域名，设备通过该域

名决定将用户归于哪个 ISP域的。由于有些HWTACACS服务器不能接受携带有 ISP域名的用户名，

因此就需要设备首先将用户名中携带的 ISP 域名去除后再传送给该类 HWTACACS 服务器。通过设

置发送给 HWTACACS 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就可以选择发送 HWTACAC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中是否

要携带 ISP 域名。 

设备通过发送计费报文，向HWTACACS服务器报告在线用户的数据流量统计值，该值的单位可配。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要在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 ISP 域中引用相同的 HWTACACS 方案，建议设置该 HWTACACS 方

案允许用户名中携带 ISP 域名，使得 HWTACACS 服务器端可以根据 ISP 域名来区分不同的用户。 

为保证 HWTACACS 服务器计费的准确性，设备上设置的发送给 HWTACACS 服务器的数据流或者

数据包的单位应与 HWTACACS 服务器上的流量统计单位保持一致。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HWTACACS 方案视图。 
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3) 设置发送给 HWTACACS 服务器的用户名格式。 
user-name-format { keep-original | with-domain | without-domain } 

缺省情况下，发送给 HWTACACS 服务器的用户名携带 ISP 域名。 

(4) 设置发送给 HWTACACS 服务器的数据流或者数据包的单位。 
data-flow-format { data { byte | giga-byte | kilo-byte | mega-byte } | 
packet { giga-packet | kilo-packet | mega-packet | one-packet } } * 

缺省情况下，数据流的单位为字节，数据包的单位为包。 

1.6.10  配置HWTACACS计费报文缓存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用户请求断开连接或者设备强行切断用户连接的情况下，设备会向 HWTACACS 计费服务器发送

停止计费请求报文，通过开启对无响应的 HWTACACS 停止计费请求报文的缓存功能，将其缓存在

本机上，然后发送直到 HWTACACS 计费服务器产生响应，或者在发起停止计费请求报文的尝试次

数达到指定的 大值后将其丢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HWTACACS 方案视图。 
hwtacacs 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3) 开启对无响应的 HWTACACS 停止计费请求报文的缓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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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accounting-buff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设备缓存未得到响应的 HWTACACS 计费请求报文。 

(4) （可选）设置发起 HWTACACS 停止计费请求的 大尝试次数。 
retry stop-accounting retries 

缺省情况下，发起 HWTACACS 停止计费请求的 大尝试次数为 100。 

1.6.11  HWTACACS显示和维护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HWTACACS 的运行情况，通

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相关统计信息。 

表1-6 HWTACACS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查看所有或指定HWTACACS方案的配置信息或

统计信息 
display hwtacacs scheme [ hwtacacs-scheme-name 
[ statistics ] ] 

显示缓存的HWTACACS停止计费请求报文的相

关信息 
display stop-accounting-buffer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清除HWTACACS协议的统计信息 reset hwtacacs statistics { accounting | all | 
authentication | authorization }  

清除缓存的HWTACACS停止计费请求报文 reset stop-accounting-buffer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1.7  配置LDAP 

1.7.1  LDAP配置任务简介 

LDAP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 LDAP 服务器 

a. 创建LDAP服务器 

b. 配置LDAP服务器IP地址 

c. （可选）配置LDAP版本号 

d. （可选）配置LDAP服务器的连接超时时间 

e. 配置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属性 

f. 配置LDAP用户属性参数 

(2) （可选）配置LDAP属性映射表 

(3) 创建LDAP方案 

(4) 指定LDAP认证服务器 

(5) （可选）指定LDAP授权服务器 

(6) （可选）引用LDAP属性映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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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创建LDAP服务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LDAP 服务器，并进入 LDAP 服务器视图。 
ldap server server-name 

1.7.3  配置LDAP服务器IP地址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LDAP服务器视图下仅能同时存在一个 IPv4地址类型的LDAP服务器或一个 IPv6地址类型的LDAP
服务器。多次配置，后配置的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LDAP 服务器视图。 
ldap server server-name 

(3) 配置 LDAP 服务器 IP 地址。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 port-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LDAP 服务器 IP 地址。 

1.7.4  配置LDAP版本号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目前设备仅支持 LDAPv2 和 LDAPv3 两个协议版本。 

Microsoft 的 LDAP 服务器只支持 LDAPv3 版本。 

设备上配置的 LDAP 版本号需要与服务器支持的版本号保持一致。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LDAP 服务器视图。 
ldap server server-name 

(3) 配置 LDAP 版本号。 
protocol-version { v2 | v3 } 

缺省情况下，LDAP 版本号为 LDAPv3。 



 

1-48 

1.7.5  配置LDAP服务器的连接超时时间 

1. 功能简介 

设备向 LDAP服务器发送绑定请求、查询请求，如果经过指定的时间后未收到 LDAP服务器的回应，

则认为本次认证、授权请求超时。若使用的 ISP 域中配置了备份的认证、授权方案，则设备会继续

尝试进行其他方式的认证、授权处理，否则本次认证、授权失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LDAP 服务器视图。 
ldap server server-name 

(3) 配置 LDAP 服务器的连接超时时间。 
server-timeout time-interval 

缺省情况下，LDAP 服务器的连接超时时间为 10 秒。 

1.7.6  配置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属性 

1. 功能简介 

配置 LDAP 认证过程中绑定服务器所使用的用户 DN 和用户密码，该用户具有管理员权限。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LDAP 服务器视图。 
ldap server server-name 

(3) 配置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DN。 
login-dn dn-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DN。 

配置的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DN 必须与 LDAP 服务器上管理员的 DN 一致。 

(4) 配置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密码。 
login-password { cip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密码。 

1.7.7  配置LDAP用户属性参数 

1. 功能简介 

要对用户进行身份认证，就需要以用户 DN 及密码为参数与 LDAP 服务器进行绑定，因此需要首先

从 LDAP 服务器获取用户 DN。LDAP 提供了一套 DN 查询机制，在与 LDAP 服务器建立连接的基

础上，按照一定的查询策略向服务器发送查询请求。该查询策略由设备上指定的 LDAP 用户属性定

义，具体包括以下几项： 

• 用户 DN 查询的起始节点（search-base-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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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 DN 查询的范围（search-scope） 

• 用户名称属性（user-name-attribute） 

• 用户名称格式（user-name-format） 

• 用户对象类型（user-object-class）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LDAP 服务器上的目录结构可能具有很深的层次，如果从根目录进行用户 DN 的查找，耗费的时间

将会较长，因此必须配置用户查找的起始点 DN，以提高查找效率。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LDAP 服务器视图。 
ldap server server-name 

(3) 配置用户查询的起始 DN。 
search-base-dn base-dn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用户查询的起始 DN。 

(4) （可选）配置用户查询的范围。 
search-scope { all-level | single-level } 

缺省情况下，用户查询的范围为 all-level。 

(5) （可选）配置用户查询的用户名属性。 
user-parameters user-name-attribute { name-attribute | cn | uid } 

缺省情况下，用户查询的用户名属性为 cn。 

(6) （可选）配置用户查询的用户名格式。 
user-parameters user-name-format { with-domain | without-domain } 

缺省情况下，用户查询的用户名格式为 without-domain。 

(7) （可选）配置用户查询的自定义用户对象类型。 
user-parameters user-object-class object-class-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自定义用户对象类型，根据使用的 LDAP 服务器的类型使用各服务器缺

省的用户对象类型。 

1.7.8  配置LDAP属性映射表 

1. 功能简介 

在用户的 LDAP 授权过程中，设备会通过查询操作得到用户的授权信息，该授权信息由 LDAP 服务

器通过若干 LDAP 属性下发给设备。若设备从 LDAP 服务器查询得到某 LDAP 属性，则该属性只有

在被设备的 AAA 模块解析之后才能实际生效。如果某 LDAP 服务器下发给用户的属性不能被 AAA
模块解析，则该属性将被忽略。因此，需要通过配置 LDAP 属性映射表来指定要获取哪些 LDAP 属

性，以及 LDAP 服务器下发的这些属性将被 AAA 模块解析为什么类型的 AAA 属性，具体映射为哪

种类型的 AAA 属性由实际应用需求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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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 LDAP 属性映射表项定义了一个 LDAP 属性与一个 AAA 属性的对应关系。将一个 LDAP 属

性表在指定的 LDAP 方案视图中引用后，该映射关系将在 LDAP 授权过程中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LDAP 的属性映射表，并进入属性映射表视图。 
ldap attribute-map map-name 

(3) 配置 LDAP 属性映射表项。 
map ldap-attribute ldap-attribute-name [ prefix prefix-value delimiter 
delimiter-value ] aaa-attribute { user-group | user-profile } 

1.7.9  创建LDAP方案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系统 多支持配置 16 个 LDAP 方案。一个 LDAP 方案可以同时被多个 ISP 域引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LDAP 方案，并进入 LDAP 方案视图。 
ldap scheme ldap-scheme-name 

1.7.10  指定LDAP认证服务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LDAP 方案视图。 
ldap scheme ldap-scheme-name 

(3) 指定 LDAP 认证服务器。 
authentication-server server-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LDAP 认证服务器。 

1.7.11  指定LDAP授权服务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LDAP 方案视图。 
ldap scheme ldap-scheme-name 

(3) 指定 LDAP 授权服务器。 
authorization-server server-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LDAP 授权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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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  引用LDAP属性映射表 

1. 功能简介 

在使用 LDAP 授权方案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在 LDAP 方案中引用 LDAP 属性映射表，将 LDAP 授权

服务器下发给用户的 LDAP 属性映射为 AAA 模块可以解析的某类属性。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一个 LDAP 方案视图中只能引用一个 LDAP 属性映射表，后配置的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LDAP 方案视图。 
ldap scheme ldap-scheme-name 

(3) 引用 LDAP 属性映射表。 
attribute-map map-name 

缺省情况下，未引用任何 LDAP 属性映射表。 

1.7.13  LDAP显示和维护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LDAP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7 LDA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查看所有或指定LDAP方案的配置信息 display ldap scheme [ ldap-scheme-name ]

 

1.8  创建ISP域 

1.8.1  ISP域简介 

在多 ISP 的应用环境中，不同 ISP 域的用户有可能接入同一台设备。而且各 ISP 用户的用户属性（例

如用户名及密码构成、服务类型/权限等）有可能不相同，因此有必要通过设置 ISP 域把它们区分开，

并为每个 ISP 域单独配置一套认证、授权、计费方法及 ISP 域的相关属性。 

对于设备来说，每个接入用户都属于一个 ISP 域。系统中 多可以配置 16 个 ISP 域，包括一个系

统缺省存在的名称为 system 的 ISP 域。如果某个用户在登录时没有提供 ISP 域名，系统将把它归

于缺省的 ISP 域。系统缺省的 ISP 域可以手工修改为一个指定的 ISP 域；如果用户所属的 ISP 域下

未应用任何认证、授权、计费方法，系统将使用缺省的认证、授权、计费方法，分别为本地认证、

本地授权和本地计费。 

用户认证时，设备将按照如下先后顺序为其选择认证域：接入模块指定的认证域-->用户名中指定的

ISP 域-->系统缺省的 ISP 域。其中，接入模块是否支持指定认证域由各接入模块决定。如果根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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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原则决定的认证域在设备上不存在，但设备上为未知域名的用户指定了 ISP 域，则 终使用该指

定的 ISP 域认证，否则，用户将无法认证。 

1.8.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一个 ISP 域被配置为缺省的 ISP 域后，将不能够被删除，必须首先使用命令 undo domain default 
enable 将其修改为非缺省 ISP 域，然后才可以被删除。 

系统缺省存在的 system 域只能被修改，不能被删除。 

1.8.3  创建非缺省ISP域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SP 域并进入其视图。 
domain isp-name 

缺省情况下，存在一个的 ISP 域，名称为 system。 

1.8.4  配置缺省ISP域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缺省的 ISP 域。 
domain default enable isp-name 

缺省情况下，系统缺省的 ISP 域为 system。 

1.8.5  配置未知域名用户的ISP域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未知域名的用户的 ISP 域。 
domain if-unknown isp-name 

缺省情况下，没有为未知域名的用户指定 ISP 域。 

1.9  配置ISP域的属性 

1.9.1  配置ISP域的状态 

1. 功能简介 

通过域的状态（active、block）控制是否允许该域中的用户请求网络服务。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SP 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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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isp-name 

(3) 设置 ISP 域的状态。 
state { active | block } 

缺省情况下，当前 ISP 域处于活动状态，即允许任何属于该域的用户请求网络服务。 

1.9.2  配置ISP域的用户授权属性 

1. 授权属性介绍 

ISP 域下可配置如下授权属性： 

• ACL：用户被授权访问匹配指定 ACL 的网络资源。 

• CAR：用户流量将受到指定的监管动作控制。 

• 可点播的 大节目数：用户可以同时点播的 大节目数。 

• IPv4 地址池：用户可以从指定的地址池中分配得到一个 IPv4 地址。 

• IPv6 地址池：用户可以从指定的地址池中分配得到一个 IPv6 地址。 

• 重定向 URL：用户认证成功后，首次访问网络时将被推送此 URL 提供的 Web 页面。 

• 用户组：用户将继承该用户组中的所有属性。 

• User Profile：用户访问行为将受到该 User Profile 中预设配置的限制。 

用户认证成功之后，优先采用服务器下发的属性值，其次采用 ISP 域下配置的属性值。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SP 域视图。 
domain isp-name 

(3) 设置当前 ISP 域下的用户授权属性。 
authorization-attribute { acl acl-number | car inbound cir 
committed-information-rate [ pir peak-information-rate ] outbound cir 
committed-information-rate [ pir peak-information-rate ] | igmp 
max-access-number max-access-number | ip-pool ipv4-pool-name | 
ipv6-pool ipv6-pool-name | mld max-access-number max-access-number | 
url url-string | user-group user-group-name | user-profile 
profile-name } 

缺省情况下，IPv4 用户可以同时点播的 大节目数为 4，IPv6 用户可以同时点播的 大节目

数为 4，无其它授权属性。 

1.9.3  设置设备上传到服务器的用户在线时间中保留闲置切断时间 

1. 功能简介 

设备上传到服务器的用户在线时间中保留闲置切断时间：当用户异常下线时，上传到服务器上的用

户在线时间中包含了一定的闲置切断时间，此时服务器上记录的用户时长将大于用户实际在线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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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闲置切断时间在用户认证成功后由 AAA 授权，对于 Portal 认证用户，若接入接口上开启了 Portal
用户在线探测功能，则 Portal 在线探测闲置时长为闲置切断时间。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SP 域视图。 
domain isp-name 

(3) 设置设备上传到服务器的用户在线时间中保留闲置切断时间。 
session-time include-idle-time 

缺省情况下，设备上传到服务器的用户在线时间中扣除闲置切断时间。 

1.10  在ISP域中配置实现AAA的方法 

1.10.1  配置ISP域的AAA认证方法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ISP 域的 AAA 认证方法时，需要注意的是： 

• 当选择了 RADIUS 协议的认证方案以及非 RADIUS 协议的授权方案时，AAA 只接受 RADIUS
服务器的认证结果，RADIUS 授权的信息虽然在认证成功回应的报文中携带，但在认证回应

的处理流程中不会被处理。 

• 当使用 HWTACACS 方案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时，系统使用用户输入的用户角色切换用户

名进行角色切换认证；当使用 RADIUS 方案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时，系统使用 RADIUS 服

务器上配置的“$enabn$”形式的用户名进行用户角色切换认证，其中 n 为用户希望切换到的

用户角色 level-n 中的 n。 

• FIPS 模式下不支持 none 认证方法。 

2. 配置准备 

配置前的准备工作： 

• 确定要配置的接入方式或者服务类型。AAA 可以对不同的接入方式和服务类型配置不同的认

证方案。 

• 确定是否为所有的接入方式或服务类型配置缺省的认证方法，缺省的认证方法对所有接入用

户都起作用，但其优先级低于为具体接入方式或服务类型配置的认证方法。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SP 域视图。 
domain isp-name 

(3) （可选）为当前 ISP 域配置缺省的认证方法。 
authentication default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ldap-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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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p-scheme-name [ local ] [ none ]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当前 ISP 域的缺省认证方法为 local。 

(4) 为指定类型的用户或服务配置认证方法。 

 为 lan-access 用户配置认证方法。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 ldap-scheme ldap-scheme-name [ local ] 
[ none ]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lan-access 用户采用缺省的认证方法。 

 为 login 用户配置认证方法。 
authentication login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ldap-scheme 
ldap-scheme-name [ local ] [ none ]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login 用户采用缺省的认证方法。 

 为 Portal 用户配置认证方法。 
authentication portal { ldap-scheme ldap-scheme-name [ local ] [ none ]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Portal 用户采用缺省的认证方法。 

 配置用户角色切换认证方法。 
authentication super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 

缺省情况下，用户角色切换认证采用缺省的认证方法。 

1.10.2  配置ISP域的AAA授权方法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ISP 域的 AAA 授权方法时，需要注意的是： 

• 目前设备暂不支持使用 LDAP 进行授权。 

• 在一个 ISP 域中，只有 RADIUS 授权方法和 RADIUS 认证方法引用了相同的 RADIUS 方案，

RADIUS 授权才能生效。若 RADIUS 授权未生效或者 RADIUS 授权失败，则用户认证会失败。 

• FIPS 模式下不支持 none 授权方法。 

2. 配置准备 

配置前的准备工作： 

• 确定要配置的接入方式或者服务类型，AAA 可以按照不同的接入方式和服务类型进行 AAA 授

权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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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是否为所有的接入方式或服务类型配置缺省的授权方法，缺省的授权方法对所有接入用

户都起作用，但其优先级低于为具体接入方式或服务类型配置的授权方法。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SP 域视图。 
domain isp-name 

(3) （可选）为当前 ISP 域配置缺省的授权方法。 
authorization default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当前 ISP 域的缺省授权方法为 local。 

(4) 为指定类型的用户或服务配置授权方法。 

 配置命令行授权方法。 
authorization command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local ] 
[ none ] | local [ none ] | none } 

缺省情况下，命令行授权采用缺省的授权方法。 

 为 lan-access 用户配置授权方法。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lan-access 用户采用缺省的授权方法。 

 为 login 用户配置授权方法。 
authorization login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login 用户采用缺省的授权方法。 

 为 Portal 用户配置授权方法。 
authorization portal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Portal 用户采用缺省的授权方法。 

1.10.3  配置ISP域的AAA计费方法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ISP 域的 AAA 认证方法时，需要注意的是： 

• 不支持对 FTP 类型 login 用户进行计费。 

• 本地计费仅用于配合本地用户视图下的access-limit命令来实现对本地用户连接数的限制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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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PS 模式下不支持 none 计费方法。 

2. 配置准备 

配置前的准备工作： 

• 确定要配置的接入方式或者服务类型，AAA 可以按照不同的接入方式和服务类型进行 AAA 计

费的配置。 

• 确定是否为所有的接入方式或服务类型配置缺省的计费方法，缺省的计费方法对所有接入用

户都起作用，但其优先级低于为具体接入方式或服务类型配置的计费方法。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SP 域视图。 
domain isp-name 

(3) （可选）为当前 ISP 域配置缺省的计费方法。 
accounting default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当前 ISP 域的缺省计费方法为 local。 

(4) 为指定类型的用户配置计费方法。 

 配置命令行计费方法。 
accounting command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缺省情况下，命令行计费采用缺省的计费方法。 

 为 lan-access 用户配置计费方法。 
accounting lan-access { broadcast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1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2 [ local ] [ none ]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lan-access 用户采用缺省的计费方法。 

 为 login 用户配置计费方法。 
accounting login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login 用户采用缺省的计费方法。 

 为 Portal 用户配置授权方法。 
accounting portal { broadcast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1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2 [ local ] [ none ] | local [ none ] | 
none | radius-scheme radius-scheme-name [ local ] [ none ] } 

缺省情况下，Portal 用户采用缺省的计费方法。 

(5) （可选）配置扩展计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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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用户计费开始失败策略。 
accounting start-fail { offline | online } 

缺省情况下，如果用户计费开始失败，则允许用户保持在线状态。 

 配置用户计费更新失败策略。 
accounting update-fail { [ max-times times ] offline | online } 

缺省情况下，如果用户计费更新失败，允许用户保持在线状态。 

 配置用户计费流量配额耗尽策略。 
accounting quota-out { offline | online } 

缺省情况下，用户的计费流量配额耗尽后将被强制下线。 

1.10.4  ISP域显示和维护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AAA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

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8 ISP 域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所有或指定ISP域的配置信息 display domain [ isp-name ] 

 

1.11  限制同时在线的最大用户连接数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同时在线的 大用户连接数，可以限制采用指定登录方式（FTP、SSH、Telnet 等）同时

接入设备的在线用户数。 

该配置对于通过任何一种认证方式（none、password 或者 scheme）接入设备的用户都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同时在线的 大用户连接数。 

（非 FIPS 模式） 
aaa session-limit { ftp | http | https | ssh | telnet } max-sessions 

（FIPS 模式） 
aaa session-limit { https | ssh } max-sessions 

缺省情况下， 大用户连接数为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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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配置NAS-ID 

1. NAS-ID的应用 

用户进行 RADIUS 认证时，系统会获取设备的 NAS-ID 来设置 RADIUS 报文中的 NAS-Identifier 属
性，该属性用于向 RADIUS 服务器标识用户的接入位置。 

若在实际网络中，用户的接入 VLAN 可以标识用户的接入位置，则可通过建立用户接入 VLAN 与指

定的 NAS-ID 之间的绑定关系来实现接入位置信息的映射。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NAS-ID Profile 将被 Portal 或端口安全相应特性进行引用，具体应用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

“Portal”或“端口安全”。 

一个 NAS-ID profile 中可以指定多组 NAS-ID 和 VLAN 绑定。 

一个 NAS-ID 可以与多个 VLAN 进行绑定，一个 VLAN 只能绑定一个 NAS-ID。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AS-ID Profile，并进入 NAS-ID-Profile 视图。 
aaa nas-id profile profile-name 

(3) 设置 NAS-ID 与 VLAN 的绑定关系。 
nas-id nas-identifier bind vlan vlan-id 

1.13  配置设备ID 

1. 功能简介 

RADIUS 计费过程使用 Acct-Session-Id 属性作为用户的计费 ID。设备使用系统时间、随机数以及

设备 ID 为每个在线用户生成一个唯一的 Acct-Session-Id 值。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 ID。 
aaa device-id device-id 

缺省情况下，设备 ID 为 0。 

1.14  配置设备作为RADIUS服务器 

1.14.1  配置任务简介 

配置设备作为 RADIUS 服务器任务如下： 

(1) 配置RADIUS用户 

(2) 指定RADIUS客户端 

(3) 激活RADIUS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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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保证 RADIUS 服务器功能可以正常运行，请确保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4.3  配置RADIUS用户 

RADIUS用户通过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进行配置管理。RADIUS用户支持的用户属性包括用户名、

密码、描述信息、授权ACL、授权VLAN以及过期截止时间，具体配置请参见“1.4.4  配置网络接入

类本地用户属性”。 

1.14.4  指定RADIUS客户端 

1. 功能简介 

本配置用来指定要管理的 RADIUS 客户端的 IP 地址，以及与 RADIUS 客户端通信的共享密钥。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RADIUS 服务器上指定的 RADIUS 客户端 IP 地址必须和 RADIUS 客户端上配置的发送 RADIUS 报

文的源 IP 地址保持一致。 

RADIUS 服务器上指定的共享密钥必须和 RADIUS 客户端上配置的共享密钥保持一致。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 RADIUS 客户端。 
radius-server client ip ipv4-address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1.14.5  激活RADIUS服务器配置 

1. 功能简介 

设备启动后会自动激活已有的 RADIUS 客户端和 RADIUS 用户配置。之后若对 RADIUS 客户端和

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进行了增加、修改或删除操作，则都需要使用此命令对其进行激活，否则更新

后的配置不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激活 RADIUS 服务器配置。 
radius-server activate 

执行激活命令会导致 RADIUS 服务器进程重启。RADIUS 服务器进程重启期间，设备无法作

为 RADIUS 服务器为用户提供认证服务。 

1.14.6  RADIUS服务器显示和维护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处于激活状态的 RADIUS 用户和

RADIUS 客户端信息，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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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RADIUS 服务器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处于激活状态的RADIUS客户端

信息 
display radius-server active-client 

显示处于激活状态的RADIUS用户信

息 
display radius-server active-user [ user-name ] 

 

1.15  配置连接记录策略 

1.15.1  功能简介 

本功能适用于设备作为 Telnet 客户端或者 FTP/SSH/SFTP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建立连接的场景。如

果设备上配置了连接记录策略，当设备作为客户端与服务器端成功建立连接时，系统会按照策略中

指定的计费方案向 AAA 服务器发送计费开始报文，并在设备与服务器端断开连接时发送计费结束

报文。通过此功能，AAA 服务器上将会记录设备的连接情况，便于管理员进行查看。 

1.15.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连接记录业务处理过程中，系统发送给 AAA 服务器的计费报文中封装的是用户输入的原始用户名，

因此计费方案中通过 user-name-format 命令设置的用户名格式并不生效。 

1.15.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连接计录策略，并进入连接记录策略视图。 
aaa connection-recording policy 

(3) 指定连接记录策略采用的 HWTACACS 计费方案。 
accounting hwtacacs-scheme hwtacacs-scheme-name 

1.15.4  连接记录策略显示和维护 

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连接记录策略的配置信息。 

表1-10 连接记录策略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连接记录策略的配置信息 display aaa connection-recordin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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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AAA典型配置举例 

1.16.1  SSH用户的HWTACACS认证、授权、计费配置 

1. 组网需求 

通过配置 Switch 实现使用 HWTACACS 服务器对 SSH 登录 Switch 的用户进行认证、授权、计费。 

• 由一台HWTACACS服务器担当认证、授权、计费服务器的职责，服务器 IP地址为 10.1.1.1/24。 

• Switch 与认证、授权、计费 HWTACAC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均为 expert，向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的用户名中不带域名。 

• SSH用户登录Switch时使用HWTACACS服务器上配置的用户名以及密码进行认证，认证通

过后具有缺省的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2. 组网图 

图1-11 SSH 用户 HWTACACS 认证、授权和计费配置组网图 

 
 

3. 配置HWTACACS服务器 

在HWTACACS服务器上设置与Switch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expert；添加SSH用户名及密码，

具体配置步骤略。 

4. 配置Switch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具体配置步骤略。 

# 创建 HWTACACS 方案 hwtac。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hwtacacs scheme hwtac 

# 配置主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1，认证端口号为 49。 
[Switch-hwtacacs-hwtac]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49 

# 配置主授权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1，授权端口号为 49。 
[Switch-hwtacacs-hwtac] primary authorization 10.1.1.1 49 

# 配置主计费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1，计费端口号为 49。 
[Switch-hwtacacs-hwtac] primary accounting 10.1.1.1 49 

# 配置与认证、授权、计费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均为明文 expert。 
[Switch-hwtacacs-hwtac]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expert 

[Switch-hwtacacs-hwtac] key authorization simple expert 

[Switch-hwtacacs-hwtac] key accounting simple 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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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向 HWTACACS 服务器发送的用户名不携带域名。 
[Switch-hwtacacs-hwtac]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hwtacacs-hwtac] quit 

# 创建 ISP 域 bbb，为 login 用户配置 AAA 认证方法为 HWTACACS 认证/授权/计费。 
[Switch] domain bbb 

[Switch-isp-bbb] authentication login hwtacacs-scheme hwtac 

[Switch-isp-bbb] authorization login hwtacacs-scheme hwtac 

[Switch-isp-bbb] accounting login hwtacacs-scheme hwtac 

[Switch-isp-bbb] quit 

# 创建本地 RSA 及 DSA 密钥对。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 使能 SSH 服务器功能。 
[Switch] ssh server enable 

# 设置 SSH 用户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Switch] line vty 0 63 

[Switch-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line-vty0-63] quit 

# 使能缺省用户角色授权功能，使得认证通过后的SSH用户具有缺省的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Switch] role default-role enable 

5. 验证配置 

用户向 Switch 发起 SSH 连接，按照提示输入正确用户名及密码后，可成功登录 Switch，并具有用

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所拥有的命令行执行权限。 

1.16.2  SSH用户的local认证、HWTACACS授权、RADIUS计费配置 

1. 组网需求 

通过配置 Switch 实现 local 认证，HWTACACS 授权和 RADIUS 计费。SSH 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为

hello。 

• 一台HWTACACS服务器（担当授权服务器的职责）与Switch相连，服务器 IP地址为10.1.1.2。
Switch 与授权 HWTACAC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均为 expert，发送给 HWTACAC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中不带域名。 

• 一台 RADIUS 服务器（担当计费服务器的职责）与 Switch 相连，服务器 IP 地址为 10.1.1.1。
Switch 与计费 RADIU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 expert。 

• 认证通过后的 SSH 用户具有缺省的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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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2 SSH 用户 local 认证、HWTACACS 授权和 RADIUS 计费配置组网图 

 
 

3. 配置HWTACACS服务器 

在HWTACACS服务器上设置与Switch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expert；添加SSH用户名及密码，

具体配置步骤略。 

4. 配置RADIUS服务器 

在 RADIUS 服务器上设置与 Switch 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 expert；添加 SSH 用户名及密码，具

体配置步骤略。 

5. 配置Switch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具体配置步骤略。 

# 创建本地 RSA 及 DSA 密钥对。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 使能 SSH 服务器功能。 
[Switch] ssh server enable 

# 设置 SSH 用户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Switch] line vty 0 63 

[Switch-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line-vty0-63] quit 

# 配置 HWTACACS 方案。 
[Switch] hwtacacs scheme hwtac 

[Switch-hwtacacs-hwtac] primary authorization 10.1.1.2 49 

[Switch-hwtacacs-hwtac] key authorization simple expert 

[Switch-hwtacacs-hwtac]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hwtacacs-hwtac] quit 

# 配置 RADIUS 方案。 
[Switch] radius scheme rd 

[Switch-radius-rd] primary accounting 10.1.1.1 1813 

[Switch-radius-rd] key accounting simple expert 

[Switch-radius-rd]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radius-rd]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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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hello。 
[Switch] local-user hello class manage 

# 配置该本地用户的服务类型为 SSH。 
[Switch-luser-manage-hello] service-type ssh 

# 配置该本地用户密码为明文123456TESTplat&!。（若是FIPS模式下，只能使用交互式方式设置）。 
[Switch-luser-manage-hello] password simple 123456TESTplat&! 

[Switch-luser-manage-hello] quit 

# 创建 ISP 域 bbb，为 login 用户配置 AAA 认证方法为本地认证、HWTACACS 授权、RADIUS 计

费。 
[Switch] domain bbb 

[Switch-isp-bbb] authentication login local 

[Switch-isp-bbb] authorization login hwtacacs-scheme hwtac 

[Switch-isp-bbb] accounting login radius-scheme rd 

[Switch-isp-bbb] quit 

# 使能缺省用户角色授权功能，使得认证通过后的SSH用户具有缺省的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Switch] role default-role enable 

6. 验证配置 

用户向Switch发起SSH连接，按照提示输入用户名 hello@bbb及正确的密码后，可成功登录Switch，
并具有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拥有的命令行执行权限。 

1.16.3  SSH用户的RADIUS认证和授权配置 

1. 组网需求 

配置 Switch 实现使用 RADIUS 服务器对登录 Switch 的 SSH 用户进行认证和授权。 

• 由一台 iMC 服务器担当认证/授权 RADIUS 服务器的职责，服务器 IP 地址为 10.1.1.1/24。 

• Switch 与 RADIU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使用的共享密钥为 expert，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的用

户名带域名。服务器根据用户名携带的域名来区分提供给用户的服务。 

• SSH用户登录 Switch时使用 RADIUS服务器上配置的用户名 hello@bbb以及密码进行认证，

认证通过后具有缺省的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2. 组网图 

图1-13 SSH 用户 RADIUS 认证/授权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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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RADIUS服务器 

在 RADIUS 服务器上设置与 Switch 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 expert，并添加 SSH 用户名及密码，

具体配置步骤略。 

4. 配置Switch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具体配置步骤略。 

# 生成 RSA 及 DSA 密钥对。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 使能 SSH 服务器功能。 
[Switch] ssh server enable 

# 设置 SSH 用户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Switch] line vty 0 63 

[Switch-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line-vty0-63] quit 

# 使能缺省用户角色授权功能，使得认证通过后的SSH用户具有缺省的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Switch] role default-role enable 

# 创建 RADIUS 方案 rad。 
[Switch] radius scheme rad 

# 配置主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1，认证端口号为 1812。 
[Switch-radius-rad]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1812 

# 配置与认证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明文 expert。 
[Switch-radius-rad]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expert 

# 配置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的用户名要携带域名。 
[Switch-radius-rad] user-name-format with-domain 

[Switch-radius-rad] quit 

# 创建 ISP 域 bbb，为 login 用户配置 AAA 认证方法为 RADIUS 认证/授权、不计费。 
[Switch] domain bbb 

[Switch-isp-bbb] authentication login radius-scheme rad 

[Switch-isp-bbb] authorization login radius-scheme rad 

[Switch-isp-bbb] accounting login none 

[Switch-isp-bbb] quit 

5. 验证配置 

用户向Switch发起SSH连接，按照提示输入用户名 hello@bbb及正确的密码后，可成功登录Switch，
并具有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所拥有的命令行执行权限。 

1.16.4  SSH用户的LDAP认证配置 

1. 组网需求 

配置 Switch 实现使用 LDAP 服务器对登录 Switch 的 SSH 用户进行认证，且认证通过后具有缺省

的用户角色 level-0。 

• 一台 LDAP 认证服务器与 Switch 相连，服务器 IP 地址为 10.1.1.1。服务器域名为 ld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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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LDAP 服务器上设置管理员 administrator 的密码为 admin!123456；并添加用户名为 aaa
的用户，密码为 ldap!123456。 

2. 组网图 

图1-14 SSH 用户 LDAP 认证配置组网图 

 

 

3. 配置LDAP服务器 

 

本文以 Microsoft Windows 2003 Server 的 Active Directory 为例，说明该例中 LDAP 服务器的基本

配置。 

 

(1) 添加用户 aaa 

a. 在LDAP服务器上，选择[开始/管理工具]中的[Active Directory用户和计算机]，打开Active 
Directory 用户管理界面； 

b. 在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管理界面的左侧导航树中，点击 ldap.com 节点下的“Users”按

钮； 

c. 选择[操作/新建/用户]，打开[新建对象-用户]对话框； 

d. 在对话框中输入用户登录名 aaa，并单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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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新建用户 aaa 

 

 

e. 在弹出的对话框的“密码”区域框内输入用户密码 ldap!123456，并单击<下一步>按钮。

用户帐户的其它属性（密码的更改方式、密码的生存方式、是否禁用帐户）请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配置，图中仅为示例。 

图1-16 设置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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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单击<完成>按钮，创建新用户 aaa。 

(2) 将用户 aaa 加入 Users 组 

a. 在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管理界面的左侧导航树中，点击 ldap.com 节点下的“Users”按

钮； 

b. 在右侧的 Users 信息框中右键单击用户 aaa，选择“属性”项； 

c. 在弹出的[aaa 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隶属于”页签，并单击<添加(D)...>按钮。 

图1-17 修改用户属性 

 

 

d. 在弹出的[选择组]对话框中的可编辑区域框中输入对象名称“Users”，单击<确定>，完成

用户 aaa 添加到 Users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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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添加用户 aaa 到用户组 Users 

 
 

(3) 配置管理员密码 

a. 在右侧的 Users信息框中右键单击管理员用户 administrator，选择“设置密码(S)...”项； 

b. 在弹出的密码添加对话框中设置管理员密码，详细过程略。 

4. 配置Switch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具体配置步骤略。 

# 生成本地 RSA 及 DSA 密钥对。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 使能 SSH 服务器功能。 
[Switch] ssh server enable 

# 设置 SSH 用户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Switch] line vty 0 63 

[Switch-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line-vty0-63] quit 

# 创建 LDAP 服务器。 
[Switch] ldap server ldap1 

# 配置 LDAP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 
[Switch-ldap-server-ldap1] ip 10.1.1.1 

# 配置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DN。 
[Switch-ldap-server-ldap1] login-dn cn=administrator,cn=users,dc=ldap,dc=com 

# 配置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密码。 
[Switch-ldap-server-ldap1] login-password simple admin!123456 

# 配置查询用户的起始目录。 
[Switch-ldap-server-ldap1] search-base-dn dc=ldap,dc=com 

[Switch-ldap-server-ldap1] quit 

# 创建 LDAP 方案。 
[Switch] ldap scheme ldap-sh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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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LDAP 认证服务器。 
[Switch-ldap-ldap-shm1] authentication-server ldap1 

[Switch-ldap-ldap-shm1] quit 

# 创建 ISP 域 bbb，为 login 用户配置 AAA 认证方法为 LDAP 认证、不授权、不计费。 
[Switch] domain bbb 

[Switch-isp-bbb] authentication login ldap-scheme ldap-shm1 

[Switch-isp-bbb] authorization login none 

[Switch-isp-bbb] accounting login none 

[Switch-isp-bbb] quit 

5. 验证配置 

用户向 Switch 发起 SSH 连接，按照提示输入用户名 aaa@bbb 及正确的密码 ldap!123456 后，可

成功登录 Switch，并具有用户角色 level-0 所拥有的命令行执行权限。 

1.16.5  802.1X用户的RADIUS认证、授权和计费配置 

1. 组网需求 

需要实现使用 RADIUS 服务器对通过 Switch 接入的 802.1X 用户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 

• 在接入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对接入用户进行 802.1X 认证，并采用基于 MAC 地址的接

入控制方式，即该端口下的所有用户都需要单独认证； 

• Switch 与 RADIU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使用的共享密钥为 expert，认证/授权、计费的端口号分

别为 1812 和 1813，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的用户名携带域名； 

• 用户认证时使用的用户名为 dot1x@bbb。 

• 用户认证成功后，认证服务器授权下发 VLAN 4，将用户所在端口加入该 VLAN，允许用户访

问该 VLAN 中的网络资源。 

• 对 802.1X 用户进行包月方式计费，费用为 120 元/月，以月为周期对用户上网服务的使用量

按时长进行统计，允许每月 大上网使用量为 120 个小时。 

2. 组网图 

图1-19 802.1X 用户 RADIUS 认证、授权和计费配置组网图 

 

 

3. 配置RADIUS服务器 

在RADIUS服务器上设置与Switch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 expert，并添加 802.1X用户名及密码，

具体配置步骤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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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Switch 

(1)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称为 rad 的 RADIUS 方案并进入该方案视图。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radius scheme rad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Switch-radius-rad]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Switch-radius-rad] primary accounting 10.1.1.1 

[Switch-radius-rad]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expert 

[Switch-radius-rad] key accounting simple expert 

#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携带 ISP 域名。 
[Switch-radius-rad] user-name-format with-domain 

[Switch-radius-rad] quit 

(2) 配置 ISP 域 

# 创建并进入名称为 bbb 的 ISP 域。 
[Switch] domain bbb 

# 为 lan-access 用户配置 AAA 认证方法为 RADIUS 认证/授权/计费，且均使用 RADIUS 方案

rad。 
[Switch-isp-bbb]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ad 

[Switch-isp-bbb]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ad 

[Switch-isp-bbb] accounting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ad 

[Switch-isp-bbb] quit 

(3) 配置 802.1X 认证 

# 开启全局 802.1X 认证。 
[Switch] dot1x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802.1X 认证。 
[Swi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 设置接入控制方式（该命令可以不配置，因为端口的接入控制在缺省情况下就是基于 MAC
地址的）。 
[Switch-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port-method macbased 

5. 验证配置 

 

• 若使用 Windows XP 的 802.1X 客户端，则需要正确设置此连接的网络属性：在网络属性的“验

证”页签中，确保选中“启用此网络的 IEEE 802.1x 验证”，并选择要用于此连接的 EAP 认证

类型为“MD5-质询”。 

• 若使用 iNode 802.1X 客户端，则无需启用任何高级认证选项。 

• 保证用户在通过认证后，能够及时更新客户端 IP 地址与授权 VLAN 中的资源互通。 

 

对于使用 iNode 802.1X 客户端的用户，在客户端的用户属性中输入正确的用户名“dot1x@bbb”
和密码后，通过主动发起连接可成功通过认证；对于使用 Windows XP 802.1X 客户端的用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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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自动弹出的认证对话框中输入正确的用户名“dot1x@bbb”和密码后，可成功通过认证。认证

通过后，服务器向该用户所在端口授权下发了 VLAN 4。可使用命令 display dot1x connetion

查看到上线用户的连接情况。 

1.16.6  设备作为RADIUS服务器对 802.1X用户进行认证和授权配置 

1. 组网需求 

Switch B 做为 RADIUS 服务器对通过 Switch A 接入的 802.1X 用户进行认证和授权。 

• 在 Switch A 接入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对接入用户进行 802.1X 认证； 

• Switch A与RADIUS服务器交互报文时使用的共享密钥为expert，认证/授权的端口号为1812，
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的用户名不携带域名； 

• 用户认证时使用的用户名为 dot1x。 

• 用户认证成功后，认证服务器授权下发 VLAN 4，将用户所在端口加入该 VLAN，允许用户访

问该 VLAN 中的网络资源。 

2. 组网图 

图1-20 设备作为 RADIUS 服务器对 802.1X 用户进行认证和授权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NAS 

a.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称为 rad 的 RADIUS 方案并进入该方案视图。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adius scheme rad 

# 配置主认证服务器 IP 地址为 10.1.1.1，认证报文的共享密钥为明文 expert。 
[SwitchA-radius-rad]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key simple expert 

#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 ISP 域名。 
[SwitchA-radius-rad]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A-radius-rad] quit 

b.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称为 bbb 的 ISP 域。 
[SwitchA] domain 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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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lan-access用户配置AAA认证方法为RADIUS认证/授权，且均使用RADIUS方案 rad，
并配置不计费。 
[SwitchA-isp-bbb]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ad 

[SwitchA-isp-bbb]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ad 

[SwitchA-isp-bbb] accounting lan-access none 

[SwitchA-isp-bbb] quit 

c. 配置 802.1X 认证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802.1X 认证。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 指定端口上接入的 802.1X 用户使用认证域 bbb。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mandatory-domain bbb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开启全局 802.1X 认证。 
[SwitchA] dot1x 

(2) 配置 RADIUS 服务器 

# 创建网络接入本地用户 dot1x。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local-user dot1x class network 

# 配置用户密码为明文 123456。 
[SwitchB-luser-network-dot1x] password simple 123456 

# 配置授权 VLAN 为 VLAN 4。 
[SwitchB-luser-network-dot1x] authorization-attribute vlan 4 

[SwitchB-luser-network-dot1x] quit 

# 配置 RADIUS 客户端的 IP 地址为 10.1.1.2，共享密钥为明文 expert。 
[SwitchB] radius-server client ip 10.1.1.2 key simple expert 

# 激活当前配置的 RADIUS 客户端和 RADIUS 用户。 
[SwitchB] radius-server activate 

4. 验证配置 

 

• 若使用 Windows XP 的 802.1X 客户端，则需要正确设置此连接的网络属性：在网络属性的“验

证”页签中，确保选中“启用此网络的 IEEE 802.1x 验证”，并选择要用于此连接的 EAP 认证

类型为“MD5-质询”。 

• 若使用 iNode 802.1X 客户端，则无需启用任何高级认证选项。 

• 保证用户在通过认证后，能够及时更新客户端 IP 地址与授权 VLAN 中的资源互通。 

 

# 以上配置完成后，可以在 Switch B 上查看到所有处于激活状态的 RADIUS 客户端信息以及

RADIUS 用户信息。 
[SwitchB] display radius-server active-client 

Total 1 RADIUS clients. 

Client IP: 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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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display radius-server active-user dot1x 

Total 1 RADIUS users matched.  

Username: dot1x 

  Description: Not configured 

  Authorization attributes: 

    VLAN ID: 4 

    ACL number: Not configured 

  Validity period: 

    Expiration time: Not configured 

802.1X 用户使用用户名 dot1x 和密码 123456 成功通过认证后，Switch B 将向该用户所在端口授权

下发 VLAN 4。在 Switch A 上使用命令 display dot1x connection 可以查看到上线用户的连接情

况。 

1.17  AAA常见故障处理 

1.17.1  RADIUS认证/授权失败 

1. 故障现象 

用户认证/授权总是失败。 

2. 故障分析 

(1) 设备与 RADIUS 服务器之间存在通信故障。 

(2) 用户名不是“userid@isp-name”的形式，或设备上没有正确配置用于认证该用户的 ISP
域。 

(3) RADIUS 服务器的数据库中没有配置该用户。 

(4) 用户侧输入的密码不正确。 

(5) RADIUS 服务器和设备的报文共享密钥不同。 

3. 处理过程 

(1) 使用 ping 命令检查设备与 RADIUS 服务器是否可达。 

(2) 使用正确形式的用户名或在设备上确保正确配置了用于该用户认证的 ISP 域。 

(3) 检查 RADIUS 服务器的数据库以保证该用户的配置信息确实存在。 

(4) 确保接入用户输入正确的密码。 

(5) 检查两端的共享密钥，并确保两端一致。 

1.17.2  RADIUS报文传送失败 

1. 故障现象 

RADIUS 报文无法传送到 RADIUS 服务器。 

2. 故障分析 

(1) 设备与 RADIUS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存在故障。 

(2) 设备上没有设置相应的 RADIUS 服务器 IP 地址。 

(3) 认证/授权和计费服务的 UDP 端口设置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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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ADIUS 服务器的认证/授权和计费端口被其它应用程序占用。 

3. 处理过程 

(1) 确保线路通畅。 

(2) 确保正确设置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3) 确保与 RADIUS 服务器提供服务的端口号一致。 

(4) 确保 RADIUS 服务器上的认证/授权和计费端口可用。 

1.17.3  RADIUS计费功能异常 

1. 故障现象 

用户认证通过并获得授权，但是计费功能出现异常。 

2. 故障分析 

(1) 计费端口号设置不正确。 

(2) 计费服务器和认证服务器不是同一台机器，设备却要求认证和计费功能属于同一个服务器（IP
地址相同）。 

3. 处理过程 

(1) 正确设置 RADIUS 计费端口号。 

(2) 确保设备的认证服务器和计费服务器的设置与实际情况相同。 

1.17.4  HWTACACS常见配置错误 

HWTACACS 的常见配置错误与 RADIUS 基本相似，可以参考以上内容。 

1.17.5  LDAP认证失败 

1. 故障现象 

用户认证失败。 

2. 故障分析 

(1) 设备与 LDAP 服务器之间存在通信故障。 

(2) 配置的认证/授权服务器 IP 地址或端口号不正确。 

(3) 用户名不是“userid@isp-name”的形式，或设备上没有正确配置用于认证该用户的 ISP
域。 

(4) LDAP 服务器目录中没有配置该用户。 

(5) 用户输入的密码不正确。 

(6) 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DN 或密码没有配置。 

(7) 设备上配置的用户参数（如用户名属性）与服务器上的配置不对应。 

(8) 认证操作时，没有配置 LDAP 方案用户查询的起始 DN。 

3. 处理过程 

(1) 使用 ping 命令检查设备与 LDAP 服务器是否可达。 

(2) 确保配置的认证服务器 IP 地址与端口号与 LDAP 服务器实际使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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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正确形式的用户名或在设备上确保正确配置了用于该用户认证的 ISP 域。 

(4) 检查 LDAP 服务器目录以保证该用户的配置信息确实存在。 

(5) 确保输入用户密码正确。 

(6) 确保配置了正确的管理员用户 DN 和密码。 

(7) 确保设备上的用户参数（如用户名属性）配置与 LDAP 服务器上的配置相同。 

(8) 认证操作时，确保配置了用户查询的起始 DN。 

1.18  附录 

1.18.1  附录A 常见RADIUS标准属性列表 

标准的RADIUS属性由RFC 2865、RFC 2866、RFC 2867 和RFC 2868 所定义。常见的RADIUS标
准属性如 表 1-11 所示。 

表1-11 常见 RADIUS 标准属性列表 

属性编号 属性名称 属性编号 属性名称 

1 User-Name 45 Acct-Authentic 

2 User-Password 46 Acct-Session-Time 

3 CHAP-Password 47 Acct-Input-Packets 

4 NAS-IP-Address 48 Acct-Output-Packets 

5 NAS-Port 49 Acct-Terminate-Cause 

6 Service-Type 50 Acct-Multi-Session-Id 

7 Framed-Protocol 51 Acct-Link-Count 

8 Framed-IP-Address 52 Acct-Input-Gigawords 

9 Framed-IP-Netmask 53 Acct-Output-Gigawords 

10 Framed-Routing 54 (unassigned) 

11 Filter-ID 55 Event-Timestamp 

12 Framed-MTU 56-59 (unassigned) 

13 Framed-Compression 60 CHAP-Challenge 

14 Login-IP-Host 61 NAS-Port-Type 

15 Login-Service 62 Port-Limit 

16 Login-TCP-Port 63 Login-LAT-Port 

17 (unassigned) 64 Tunnel-Type 

18 Reply-Message 65 Tunnel-Medium-Type 

19 Callback-Number 66 Tunnel-Client-Endpoint  

20 Callback-ID 67 Tunnel-Server-Endpoint 

21 (unassigned) 68 Acct-Tunnel-Connection 

22 Framed-Route 69 Tunnel-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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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编号 属性名称 属性编号 属性名称 

23 Framed-IPX-Network 70 ARAP-Password 

24 State 71 ARAP-Features 

25 Class 72 ARAP-Zone-Access 

26 Vendor-Specific 73 ARAP-Security 

27 Session-Timeout 74 ARAP-Security-Data 

28 Idle-Timeout 75 Password-Retry 

29 Termination-Action 76 Prompt 

30 Called-Station-Id 77 Connect-Info 

31 Calling-Station-Id 78 Configuration-Token 

32 NAS-Identifier 79 EAP-Message 

33 Proxy-State 80 Message-Authenticator 

34 Login-LAT-Service 81 Tunnel-Private-Group-id 

35 Login-LAT-Node 82 Tunnel-Assignment-id 

36 Login-LAT-Group 83 Tunnel-Preference 

37 Framed-AppleTalk-Link 84 ARAP-Challenge-Response 

38 Framed-AppleTalk-Network 85 Acct-Interim-Interval 

39 Framed-AppleTalk-Zone 86 Acct-Tunnel-Packets-Lost 

40 Acct-Status-Type 87 NAS-Port-Id 

41 Acct-Delay-Time 88 Framed-Pool 

42 Acct-Input-Octets 89 (unassigned) 

43 Acct-Output-Octets 90 Tunnel-Client-Auth-id 

44 Acct-Session-Id 91 Tunnel-Server-Auth-id 

 

1.18.2  附录B 常见RADIUS标准属性描述 

表1-12 常见 RADIUS 标准属性描述 

属性

编号 属性名称 描述 

1 User-Name 需要进行认证的用户名称 

2 User-Password 需要进行PAP方式认证的用户密码，在采用PAP认证方式时，该属性仅出现

在Access-Request报文中 

3 CHAP-Password 需要进行CHAP方式认证的用户密码的消息摘要。在采用CHAP认证方式时，

该属性出现在Access-Request报文中 

4 NAS-IP-Address 
Server通过不同的IP地址来标识不同的Client，通常Client采用本地一个接口

的IP地址来唯一的标识自己，这就是NAS-IP-Address。该属性指示当前发起

请求的Client的NAS-IP-Address。该字段仅出现在Access-Request报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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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编号 属性名称 描述 

5 NAS-Port 用户接入NAS的物理端口号 

6 Service-Type 用户申请认证的业务类型 

7 Framed-Protocol 用户Frame类型业务的封装协议 

8 Framed-IP-Address 为用户所配置的IP地址 

11 Filter-ID 

访问控制列表的名称。属性取值的解析原则如下： 

• 若首位为数字，则表示 ACL 编号 

• 若首位不为数字，则表示 User Profile 名称 

12 Framed-MTU 

用户与NAS之间数据链路的MTU（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大传输

单元）值。例如在802.1X的EAP方式认证中，NAS通过Framed-MTU值指示

Server发送EAP报文的 大长度，防止EAP报文大于数据链路MTU导致的报

文丢失 

14 Login-IP-Host 用户登录设备的接口IP地址 

15 Login-Service 用户登录设备时采用的业务类型 

18 Reply-Message 服务器反馈给用户的纯文本描述，可用于向用户显示认证失败的原因 

26 Vendor-Specific 厂商自定义的私有属性。一个报文中可以有一个或者多个私有属性，每个私

有属性中可以有一个或者多个子属性 

27 Session-Timeout 会话结束之前，给用户提供服务的 大时间，即用户的 大可用时长 

28 Idle-Timeout 会话结束之前，允许用户持续空闲的 大时间，即用户的闲置切断时间 

31 Calling-Station-Id NAS用于向Server告知标识用户的号码，在我司设备提供的lan-access业务

中，该字段填充的是用户的MAC地址 

32 NAS-Identifier NAS用来向Server标识自己的名称 

40 Acct-Status-Type 

计费请求报文的类型 

• 1：Start 

• 2：Stop 

• 3：Interim-Update 

• 4：Reset-Charge 

• 7：Accounting-On（3GPP 中有定义） 

• 8：Accounting-Off （3GPP 中有定义） 

• 9-14：Reserved for Tunnel Accounting 

• 15：Reserved for Failed 

45 Acct-Authentic 用户采用的认证方式，包括RADIUS，Local以及Remote 

60 CHAP-Challenge 在CHAP认证中，由NAS生成的用于MD5计算的随机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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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编号 属性名称 描述 

61 NAS-Port-Type 

NAS认证用户的端口的物理类型 

• 15：以太网 

• 16：所有种类的 ADSL 

• 17：Cable（有线电视电缆） 

• 19：WLAN-IEEE 802.11 

• 201：VLAN 

• 202：ATM 

如果在以太网端口上还划分VLAN，则该属性值为201 

64 Tunnel-Type 使用的隧道协议，该属性值为13时表示下发VLAN 

65 Tunnel-Medium-Type 创建隧道的传输层媒介类型，该属性值为6时表示802类型，可用于下发VLAN

79 EAP-Message 用于封装EAP报文，实现RADIUS协议对EAP认证方式的支持 

80 Message-Authenticator 用于对认证报文进行认证和校验，防止非法报文欺骗。该属性在RADIUS协
议支持EAP认证方式被使用 

81 Tunnel-Private-Group-I
D 隧道会话的组ID，该属性在下发VLAN时用于携带下发的VLAN ID 

87 NAS-Port-Id 用字符串来描述的认证端口信息 

168 Framed-IPv6-Address 服务器下发给NAS用于分配给主机的唯一IPv6地址 

 

1.18.3  附录C RADIUS扩展属性（Vendor-ID=25506） 

表 1-13 列出的RADIUS扩展属性为所有产品可支持属性的合集，具体产品支持情况有所不同。 

表1-13 RADIUS 扩展属性（Vendor-ID=25506） 

子属性

编号 子属性名称 描述 

1 Input-Peak-Rate 用户接入到NAS的峰值速率，以bps为单位 

2 Input-Average-Rate 用户接入到NAS的平均速率，以bps为单位 

3 Input-Basic-Rate 用户接入到NAS的基本速率，以bps为单位 

4 Output-Peak-Rate 从NAS到用户的峰值速率，以bps为单位 

5 Output-Average-Rate 从NAS到用户的平均速率，以bps为单位 

6 Output-Basic-Rate 从NAS到用户的基本速率，以bps为单位 

15 Remanent_Volume 表示该连接的剩余可用总流量。对于不同的服务器类型，此属性的单位不

同 

17 ISP-ID 表示用于获取授权信息的ISP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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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属性

编号 子属性名称 描述 

20 Command 

用于会话控制，表示对会话进行操作，此属性有五种取值 

• 1：Trigger-Request 

• 2：Terminate-Request 

• 3：SetPolicy 

• 4：Result 

• 5：PortalClear 

25 Result_Code 表示Trigger-Request或SetPolicy的结果，0表示成功，非0表示失败 

26 Connect_ID 用户连接索引 

27 PortalURL 下发给PPPoE的PADM URL 

28 Ftp_Directory 
FTP/SFTP/SCP用户工作目录 

对于FTP/SFTP/SCP用户，当RADIUS客户端作为FTP/SFTP/SCP服务器

时，该属性用于设置RADIUS客户端上的FTP/SFTP/SCP目录 

29 Exec_Privilege EXEC用户优先级 

32 NAT-IP-Address 进行源IP地址和端口转换处理时为该用户分配的公网IP地址 

33 NAT-Start-Port 进行源IP地址和端口转换处理时为该用户分配的端口范围的起始端口号 

34 NAT-End-Port 进行源IP地址和端口转换处理时为该用户分配的端口范围的结束端口号 

59 NAS_Startup_Timestam
p 

NAS系统启动时刻，以秒为单位，表示从1970年1月1日UTC 00:00:00以
来的秒数 

60 Ip_Host_Addr 认证请求和计费请求报文中携带的用户IP地址和MAC地址，格式为

“A.B.C.D hh:hh:hh:hh:hh:hh”，IP地址和MAC地址之间以空格分开 

61 User_Notify 服务器需要透传到客户端的信息 

62 User_HeartBeat 
802.1X用户认证成功后下发的32字节的Hash字符串，该属性值被保存在

设备的用户列表中，用于校验802.1X客户端的握手报文 

该属性仅出现在Access-Accept和Accounting-Request报文中 

98 Multicast_Receive_Grou
p 

用户作为组播接收者加入的组播组地址。 该属性可以在报文中多次出现，

表示用户属于多个组播组 

100 IP6_Multicast_Receive_
Group 

用户作为组播接收者加入的IPv6组播组地址。 该属性可以在报文中多次出

现，表示用户属于多个组播组 

101 MLD-Access-Limit 用户可以加入的IPv6组播组的 大数量 

102 local-name L2TP的本地名字 

103 IGMP-Access-Limit 用户可以加入的IPv4组播组的 大数量 

104 VPN-Instance 用户可以加入的MPLS L3VPN实例的名称 

105 ANCP-Profile ANCP策略名称 

135 Client-Primary-DNS 首选DNS服务器地址 

136 Client-Secondary-DNS 备用DNS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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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属性

编号 子属性名称 描述 

140 User_Group SSL VPN用户认证成功后下发的用户组，一个用户可以属于多个用户组，

多个用户组之间使用分号格开。本属性用于与SSL VPN设备配合 

144 Acct_IPv6_Input_Octets 表示入方向的IPv6报文字节数，单位由设备上的配置决定 

145 Acct_IPv6_Output_Octet
s  表示出方向的IPv6报文字节数，单位由设备上的配置决定 

146 Acct_IPv6_Input_Packet
s 表示入方向的IPv6包数，单位由设备上的配置决定 

147 Acct_IPv6_Output_Pack
ets 表示出方向的IPv6包数，单位由设备上的配置决定 

148 Acct_IPv6_Input_Gigaw
ords 表示入方向的IPv6报文字节数是4G字节的多少倍 

149 Acct_IPv6_Output_Giga
words 表示出方向的IPv6报文字节数是4G字节的多少倍 

155 User-Roles 用户角色列表。多个用户角色名称之间使用空格分隔 

210 Av-Pair 

自定义的属性对，可支持以下类型： 

• 下发的 Voice VLAN，格式为 device-traffic-class=voice 

• 下发的用户角色，格式为 shell:role＝xxx 

• 下发的访问控制列表，格式为 url-redirect-acl=xxx 

• 下发的 Web 重定向 URL，格式为 url-redirect=xxx 

• 下发的重启端口命令，格式为
subscriber:command=bounce-host-port 

• 下发的端口关闭的时长，格式为 bounce:seconds=xxx 

• 下发的端口关闭命令，格式为
subscriber:command=disable-host-port 

230 NAS-Port-Name 用户接入NAS的接口名称 

246 Auth_Detail_Result 

在下面的情况下，服务器发送Access-Accept报文，并携带此属性表明用

户认证的详细结果信息： 

• 1：用户处于欠费状态。该情况下，服务器同时会下发 250 号属性，

允许用户访问白名单中的网络资源。若用户访问其它网络资源，将被

重定向到 250 号属性指定的重定向 URL 

• 2：用户宽带使用到期。该情况下，服务器同时会下发 250 号属性。

用户的首次 Web 访问请求将被重定向到 250 号属性指定的重定向
URL 

247 Input-Committed-Burst-S
ize 

用户到NAS方向流量的CBS（Committed Burst Size，承诺突发尺寸），

以bit为单位，长度为4字节 

下发此属性时需要同时下发Input-Average-Rate属性 

248 Output-Committed-Burst-
Size 

NAS到用户方向流量的CBS（Committed Burst Size，承诺突发尺寸），

以bit为单位，长度为4字节 

下发此属性时需要同时下发Output-Average-Rate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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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属性

编号 子属性名称 描述 

249 authentication-type 

用户认证类型值，取值如下： 

• 1：用户内网准入认证 

• 2：用户外网准出认证 

如果该属性不存在，则按照普通用户认证处理 

250 WEB-URL 用户Web重定向URL 

251 Subscriber-ID 用户家庭ID 

252 Subscriber-Profile 用户家庭套餐的QoS策略名称 

255 Product_ID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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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02.1X概述 

1.1  802.1X协议简介 

802.1X 协议是一种基于端口的网络接入控制协议，即在局域网接入设备的端口上对所接入的用户和

设备进行认证，以便控制用户设备对网络资源的访问。 

1.1.1  802.1X的体系结构 

802.1X系统中包括三个实体：客户端（Client）、设备端（Device）和认证服务器（Authentication 
server），如 图 1-1 所示。 

图1-1 802.1X 体系结构图 

 

 

• 客户端是请求接入局域网的用户终端，由局域网中的设备端对其进行认证。客户端上必须安装

支持 802.1X 认证的客户端软件。 

• 设备端是局域网中控制客户端接入的网络设备，位于客户端和认证服务器之间，为客户端提供

接入局域网的端口（物理端口或逻辑端口），并通过与认证服务器的交互来对所连接的客户端

进行认证。 

• 认证服务器用于对客户端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通常为 RADIUS（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服务器。认证服务器根据设备端发送来的客户

端认证信息来验证客户端的合法性，并将验证结果通知给设备端，由设备端决定是否允许客户

端接入。在一些规模较小的网络环境中，认证服务器的角色也可以由设备端来代替，即由设备

端对客户端进行本地认证、授权和计费。 

1.1.2  802.1X对端口的控制 

设备端为客户端提供的接入局域网的端口被划分为两个逻辑端口：受控端口和非受控端口。任何到

达该端口的帧，在受控端口与非受控端口上均可见。 

• 非受控端口：始终处于双向连通状态，主要用来传递认证报文，保证客户端始终能够发出或接

收认证报文。 

• 受控端口：设备端利用认证服务器对需要接入局域网的客户端进行认证，并根据认证结果

（Accept 或 Reject）对受控端口的授权状态进行相应地控制。 

 客户端认证成功，受控端口处于授权状态。该状态下端口双向连通，用于传递业务报文。 

 客户端认证失败，受控端口处于非授权状态。该状态下，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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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向受控状态：禁止帧的发送和接收； 

− 单向受控状态时：禁止从客户端接收帧，但允许向客户端发送帧。目前，设备上的受控

端口只能处于单向受控状态。 

图1-2 受控端口上授权状态的影响 

 
 

1.1.3  802.1X认证报文的交互机制 

802.1X 系统使用 EAP（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可扩展认证协议）来实现客户端、设

备端和认证服务器之间认证信息的交互。EAP 是一种 C/S 模式的认证框架，它可以支持多种认证方

法，例如 MD5-Challenge、EAP-TLS（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可扩展认证协议-传输层安全）、PEAP（Protected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受保护的扩

展认证协议）等。在客户端与设备端之间，EAP 报文使用 EAPOL（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over LAN，局域网上的可扩展认证协议）封装格式承载于数据帧中传递。在设备端与 RADIUS 服务

器之间，EAP 报文的交互有 EAP 中继和 EAP 终结两种处理机制。 

1. EAP中继 

设备端对收到的 EAP 报文进行中继，使用 EAPOR（EAP over RADIUS）封装格式将其承载于

RADIUS 报文中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 

图1-3 EAP 中继原理示意图 

 
 

该处理机制下，EAP 认证过程在客户端和 RADIUS 服务器之间进行。RADIUS 服务器作为 EAP 服

务器来处理客户端的 EAP 认证请求，设备相当于一个中继，仅对 EAP 报文做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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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AP终结 

设备对 EAP 认证过程进行终结，将收到的 EAP 报文中的客户端认证信息封装在标准的 RADIUS 报

文中，与服务器之间采用 PAP（Password Authentication Protocol，密码认证协议）或 CHAP
（Challenge Handshak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质询握手认证协议）方法进行认证。 

图1-4 EAP 终结原理示意图 

 
 

3. EAP中继与EAP终结的对比 

表1-1 EAP 中继与 EAP 终结的对比 

报文交互方式 优势 局限性 

EAP中继 
• 支持多种 EAP 认证方法 

• 设备端的配置和处理流程简单 

一般来说需要RADIUS服务器支持EAP-Message和
Message-Authenticator属性，以及客户端采用的

EAP认证方法 

EAP终结 对RADIUS服务器无特殊要求，支持PAP
认证和CHAP认证即可 

• 仅能支持MD5-Challenge类型的EAP认证以及

iNode 802.1X 客户端发起的“用户名+密码”

方式的 EAP 认证 

• 设备端处理相对复杂 

 

1.1.4  报文格式 

1. EAP 

EAP报文格式如 图 1-5 所示。 

图1-5 EAP 报文格式 

 
 

• Code：EAP 报文的类型，包括 Request（1）、Response（2）、Success（3）和 Failure
（4）。 

• Identifier：用于匹配 Request 消息和 Response 消息的标识符。 

• Length：EAP 报文的长度，包含 Code、Identifier、Length 和 Data 域，单位为字节。 

0 15

Code

Data

Length

7

Identifier 2

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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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EAP报文的内容，该字段仅在EAP报文的类型为Request和Response时存在，它由

类型域和类型数据两部分组成，例如，类型域为 1 表示 Identity 类型，类型域为 4 表示 MD5 
challenge 类型。 

2. EAPOL 

EAPOL是 802.1X协议定义的一种承载EAP报文的封装技术，主要用于在局域网中传送客户端和设

备端之间的EAP协议报文。EAPOL数据包的格式如 图 1-6 所示。 

图1-6 EAPOL 数据包格式 

 
 

• PAE Ethernet Type：表示协议类型。EAPOL 的协议类型为 0x888E。 

• Protocol Version：表示 EAPOL 数据帧的发送方所支持的 EAPOL 协议版本号。 

• Type：表示EAPOL数据帧类型。目前设备上支持的EAPOL数据帧类型见 表 1-2。 

表1-2 EAPOL 数据帧类型 

类型值 数据帧类型 说明 

0x00 EAP-Packet 认证信息帧，用于承载客户端和设备端之间的EAP报文 

0x01 EAPOL-Start 认证发起帧，用于客户端向设备端发起认证请求 

0x02 EAPOL-Logoff 退出请求帧，用于客户端向设备端发起下线请求 

 

• Length：表示数据域的长度，也就是Packet Body字段的长度，单位为字节。当EAPOL数据

帧的类型为 EAPOL-Start 或 EAPOL-Logoff 时，该字段值为 0，表示后面没有 Packet Body
字段。 

• Packet Body：数据域的内容。 

3. EAP报文在RADIUS中的封装 

RADIUS 为支持 EAP 认证增加了两个属性：EAP-Message（EAP 消息）和 Message-Authenticator
（消息认证码）。在含有 EAP-Message 属性的数据包中，必须同时包含 Message-Authenticator 属
性。关于 RADIUS 报文格式的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的 RADIUS 协议简介部

分。 

• EAP-Message 

如 图 1-7 所示，EAP-Message属性用来封装EAP报文，Value域 长 253 字节，如果EAP报
文长度大于 253 字节，可以对其进行分片，依次封装在多个EAP-Message属性中。 

0 15

PAE Ethernet Type 

Packet Body

TypeProtocol Version

Length

7

2

4

6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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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EAP-Message 属性封装 

 
 

• Message-Authenticator 

如图1-8所示，Message-Authenticator属性用于在EAP认证过程中验证携带了EAP-Message
属性的RADIUS报文的完整性，避免报文被窜改。如果接收端对接收到的RADIUS报文计算

出的完整性校验值与报文中携带的Message-Authenticator属性的Value值不一致，该报文会

被认为无效而丢弃。 

图1-8 Message-Authenticator 属性封装 

 

 

1.1.5  802.1X的认证过程 

设备端支持采用 EAP 中继方式或 EAP 终结方式与远端 RADIUS 服务器交互。以下关于 802.1X 认

证过程的描述，都以客户端主动发起认证为例。 

1. EAP中继方式 

这种方式是 IEEE 802.1X 标准规定的，将 EAP 承载在其它高层协议中，如 EAP over RADIUS，以

便 EAP 报文穿越复杂的网络到达认证服务器。一般来说，需要 RADIUS 服务器支持 EAP 属性：

EAP-Message 和 Message-Authenticator。 

如 图 1-9 所示，以MD5-Challenge类型的EAP认证为例，具体认证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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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IEEE 802.1X 认证系统的 EAP 中继方式认证流程 

 
 

(1) 当用户需要访问外部网络时打开 802.1X 客户端程序，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发起连接请求。此

时，客户端程序将向设备端发出认证请求帧（EAPOL-Start），开始启动一次认证过程。 

(2) 设备端收到认证请求帧后，将发出一个 Identity 类型的请求帧（EAP-Request/Identity）要求

用户的客户端程序发送输入的用户名。 

(3) 客户端程序响应设备端发出的请求，将用户名信息通过 Identity 类型的响应帧

（EAP-Response/Identity）发送给设备端。 

(4) 设备端将客户端发送的响应帧中的 EAP 报文封装在 RADIUS 报文（RADIUS Access-Request）
中发送给认证服务器进行处理。 

(5) RADIUS 服务器收到设备端转发的用户名信息后，将该信息与数据库中的用户名列表对比，

找到该用户名对应的密码信息，用随机生成的一个 MD5 Challenge 对密码进行加密处理，同

时将此 MD5 Challenge 通过 RADIUS Access-Challenge 报文发送给设备端。 

(6) 设备端将 RADIUS 服务器发送的 MD5 Challenge 转发给客户端。 

(7) 客户端收到由设备端传来的 MD5 Challenge 后，用该 Challenge 对密码进行加密处理，生成

EAP-Response/MD5 Challenge 报文，并发送给设备端。 

(8) 设备端将此 EAP-Response/MD5 Challenge 报文封装在 RADIUS 报文（RADIUS 
Access-Request）中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 

EAPOL EAPOR

(1) EAPOL-Start

(2) EAP-Request/Identity

(3) EAP-Response/Identity

(6) EAP-Request/MD5 challenge

(10) EAP-Success

(7) EAP-Response/MD5 challenge

(4) RADIUS Access-Request
(EAP-Response/Identity)

(5) RADIUS Access-Challenge
(EAP-Request/MD5 challenge)

(9) RADIUS Access-Accept
(EAP-Success)

(8) RADIUS Access-Request
(EAP-Response/MD5 challenge)

(11) EAP-Request/Identity

(12) EAP-Response/Identity

(13) EAPOL-Logoff

...

Client Device Authentication server

Port authorized

Port unauthorized
(14) EAP-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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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ADIUS 服务器将收到的已加密的密码信息和本地经过加密运算后的密码信息进行对比，如果

相同，则认为该用户为合法用户，并向设备端发送认证通过报文（RADIUS Access-Accept）。 

(10) 设备收到认证通过报文后向客户端发送认证成功帧（EAP-Success），并将端口改为授权状

态，允许用户通过端口访问网络。 

(11) 用户在线期间，设备端会通过向客户端定期发送握手报文的方法，对用户的在线情况进行监测。 

(12) 客户端收到握手报文后，向设备发送应答报文，表示用户仍然在线。缺省情况下，若设备端发

送的两次握手请求报文都未得到客户端应答，设备端就会让用户下线，防止用户因为异常原因

下线而设备无法感知。 

(13) 客户端可以发送 EAPOL-Logoff 帧给设备端，主动要求下线。 

(14) 设备端把端口状态从授权状态改变成未授权状态，并向客户端发送 EAP-Failure 报文。 

 

EAP 中继方式下，需要保证在客户端和 RADIUS 服务器上选择一致的 EAP 认证方法，而在设备上，

只需要通过 dot1x authentication-method eap 命令启动 EAP 中继方式即可。 

 

2. EAP终结方式 

这种方式将EAP报文在设备端终结并映射到RADIUS报文中，利用标准RADIUS协议完成认证、授

权和计费。设备端与RADIUS服务器之间可以采用PAP或者CHAP认证方法。如 图 1-10 所示，以

CHAP认证为例，具体的认证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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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IEEE 802.1X 认证系统的 EAP 终结方式认证流程 

 

 

EAP 终结方式与 EAP 中继方式的认证流程相比，不同之处在于用来对用户密码信息进行加密处理

的 MD5 challenge 由设备端生成，之后设备端会把用户名、MD5 challenge 和客户端加密后的密码

信息一起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进行相关的认证处理。 

1.1.6  802.1X的认证触发方式 

802.1X 的认证过程可以由客户端主动发起，也可以由设备端发起。 

1. 客户端主动触发方式 

• 组播触发：客户端主动向设备端发送 EAPOL-Start 报文来触发认证，该报文目的地址为组播

MAC 地址 01-80-C2-00-00-03。 

• 广播触发：客户端主动向设备端发送 EAPOL-Start 报文来触发认证，该报文的目的地址为广

播 MAC 地址。该方式可解决由于网络中有些设备不支持上述的组播报文，而造成设备端无法

收到客户端认证请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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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iNode 的 802.1X 客户端可支持广播触发方式。 

 

2. 设备端主动触发方式 

设备端主动触发方式用于支持不能主动发送 EAPOL-Start 报文的客户端，例如 Windows XP 自带的

802.1X 客户端。设备主动触发认证的方式分为以下两种： 

• 组播触发：设备每隔一定时间（缺省为 30 秒）主动向客户端组播发送 Identity 类型的

EAP-Request 帧来触发认证。 

• 单播触发：当设备收到源 MAC 地址未知的报文时，主动向该 MAC 地址单播发送 Identity 类

型的 EAP-Request 帧来触发认证。若设备端在设置的时长内没有收到客户端的响应，则重发

该报文。 

1.2  802.1X的接入控制方式 

设备不仅支持协议所规定的基于端口的接入控制方式（Port-based），还对其进行了扩展、优化，支

持基于 MAC 的接入控制方式（MAC-based）。 

• 采用基于端口的接入控制方式时，只要该端口下的第一个用户认证成功后，其它接入用户无须

认证就可使用网络资源，但是当第一个用户下线后，其它用户也会被拒绝使用网络。 

• 采用基于 MAC 的接入控制方式时，该端口下的所有接入用户均需要单独认证，当某个用户下

线后，也只有该用户无法使用网络。 

1.3  802.1X支持VLAN下发 

1.3.1  授权VLAN 

802.1X 用户在通过远程 AAA/本地 AAA 认证时，远程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可以下发授权 VLAN 信

息给用户的接入端口，但是仅远程 AAA 服务器支持授权携带 Tag 的 VLAN。 

1. 远程AAA授权 

该方式下，需要在服务器上指定下发给用户的授权 VLAN 信息，下发的授权 VLAN 信息可以有多种

形式，包括数字型 VLAN 和字符型 VLAN，字符型 VLAN 又可分为 VLAN 名称、VLAN 组名、携带

后缀的 VLAN ID（后缀用于标识是否携带 Tag）。 

设备收到服务器的授权 VLAN 信息后，首先对其进行解析，只要解析成功，即以对应的方法下发授

权 VLAN；如果解析不成功，则用户认证失败。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授权VLAN信息为一个VLAN ID或一个 VLAN名称，则仅当对应的VLAN
不为动态学习到的 VLAN、保留 VLAN 和 Private VLAN 时，该 VLAN 才是有效的授权 VLAN。

当认证服务器下发 VLAN 名称时，对应的 VLAN 必须为已存在的 VLAN。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授权 VLAN 信息为一个 VLAN 组名，则设备首先会通过组名查找该组内

配置的 VLAN 列表。若查找到授权 VLAN 列表，则在这一组 VLAN 中，除动态 VLAN、Private 
VLAN 以及不存在的 VLAN 之外的所有 VLAN 都有资格被授权给用户。关于 VLAN 组的相关

配置，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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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端口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当端口链路类型为 Hybrid，且使能了 MAC VLAN 功

能时，若端口上已有其他在线用户，则将选择该组 VLAN 中在线用户数 少的一个 VLAN
作为当前认证用户的授权 VLAN（若在线用户数 小的 VLAN 有多个，则选择 VLAN ID
小者）；当端口链路类型为 Hybrid 但未使能 MAC VLAN 功能、链路类型为 Access 或 Trunk
时，若端口上已有其他在线用户，则查看端口上在线用户的授权 VLAN 是否存在于该组中，

若存在，则将此 VLAN 授权给当前的认证用户，否则认为当前认证用户授权失败，将被强

制下线。若当前用户为端口上第一个在线用户，则直接将该组 VLAN 中 ID 小的 VLAN
授权给当前的认证用户。 

 若接入控制方式为 Port-based，则将该组 VLAN 中 ID 小的 VLAN 授权给当前的认证用

户，且后续该端口上的认证用户均被加入该授权 VLAN。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授权 VLAN 信息为一个包含若干 VLAN 编号以及若干 VLAN 名称的字符

串，则设备首先将其解析为一组 VLAN ID，然后采用与解析一个 VLAN 组名相同的解析逻辑

选择一个授权 VLAN。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授权 VLAN 信息为一个包含若干个“VLAN ID+后缀”形式的字符串，则

只有第一个不携带后缀或者携带 untagged 后缀的 VLAN 将被解析为唯一的 untagged 的授权

VLAN，其余 VLAN 都被解析为 tagged 的授权 VLAN。例如服务器下发字符串“1u 2t 3”，其

中的u和 t均为后缀，分别表示untagged和 tagged。该字符串被解析之后，VLAN 1为untagged
的授权 VLAN，VLAN 2 和 VLAN 3 为 tagged 的授权 VLAN。该方式下发的授权 VLAN 仅对端

口链路类型为 Hybrid 或 Trunk，且 802.1X 接入控制方式为 Port-based 的端口有效。 

 端口的缺省VLAN将被修改为untagged的授权VLAN。若不存在untagged的授权VLAN，

则不修改端口的缺省 VLAN。 

 端口将允许所有解析成功的授权 VLAN 通过。 

2. 本地AAA授权 

该方式下，可以通过配置本地用户的授权属性指定下发给用户的授权 VLAN 信息，且只能指定一个

授权 VLAN。设备将此 VLAN 作为该本地用户的授权 VLAN。关于本地用户的相关配置，请参考“安

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3. 不同类型的端口加入授权VLAN 

无论是远程AAA授权，还是本地AAA授权，除了认证服务器下发“VLAN ID+后缀”形式的字符串

之外，其它情况下设备均会根据用户认证上线的端口链路类型，按照 表 1-3 将端口加入指定的授权

VLAN中。 

表1-3 不同类型的端口加入授权 VLAN 

接入控制方式 Access 端口 Trunk 端口 Hybrid 端口 

Port-based 

• 不支持下发带 Tag
的 VLAN 

• 加入授权 VLAN 

• 缺省 VLAN 修改为

授权 VLAN 

• 允许授权 VLAN 通过

• 授权 VLAN 未携带

Tag 的情况下，缺省

VLAN 修改为授权

VLAN；授权 VLAN 携

带 Tag 的情况下，不

会修改该端口的缺省
VLAN 

• 授权 VLAN 未携带 Tag 的情况

下，允许授权 VLAN 以不携带

Tag 的方式通过；授权 VLAN
携带 Tag 的情况下，允许授权

VLAN 以携带 Tag 的方式通过 

• 授权 VLAN 未携带 Tag 的情况

下，缺省 VLAN 修改为授权

VLAN；授权 VLAN 携带 Tag 的

情况下，不会修改该端口的缺

省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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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控制方式 Access 端口 Trunk 端口 Hybrid 端口 

MAC-based 

• 不支持下发带 Tag
的 VLAN 

• 加入第一个通过认

证的用户的授权
VLAN 

• 缺省 VLAN 修改为

第一个通过认证的

用户的授权 VLAN 

• 允许授权 VLAN 通过

• 授权 VLAN 未携带

Tag 的情况下，缺省

VLAN 修改为第一个

通过认证的用户的授

权 VLAN；授权 VLAN
携带 Tag 的情况下，

不会修改该端口的缺

省 VLAN 

• 授权 VLAN 未携带 Tag 的情况

下，允许授权 VLAN 以不携带

Tag 的方式通过；授权 VLAN
携带 Tag 的情况下，允许授权

VLAN 以携带 Tag 的方式通过 

• 在授权 VLAN 未携带 Tag 的情

况下且端口上开启了 MAC 
VLAN 功能，则根据授权 VLAN
动态地创建基于用户 MAC 的

VLAN，而端口的缺省 VLAN 并

不改变 

• 在授权 VLAN 未携带 Tag 的情

况下且端口上未开启 MAC 
VLAN 功能，则端口的缺省

VLAN 修改为第一个通过认证

的用户的授权 VLAN 

说明：在授权VLAN未携带Tag的情况下，只有开启了MAC VLAN功能的端口上才允许给不同

的用户MAC授权不同的VLAN。如果没有开启MAC VLAN功能，授权给所有用户的VLAN必须

相同，否则仅第一个通过认证的用户可以成功上线。 

在授权VLAN携带Tag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开启了MAC VLAN功能，设备都会给不同的用户授

权不同的VLAN，一个VLAN只能授权给一个用户。 

 

授权 VLAN 并不影响端口的配置。但是，授权 VLAN 的优先级高于用户配置的 VLAN，即通过认证

后起作用的 VLAN 是授权 VLAN，用户配置的 VLAN 在用户下线后生效。 

 

• 对于 Hybrid 端口，如果认证用户的报文携带 VLAN Tag，则应通过 port hybrid vlan 命令

配置该端口在转发指定的VLAN报文时携带VLAN Tag；如果认证用户的报文不携带VLAN Tag，
则应配置该端口在转发指定的 VLAN 报文时不携带 VLAN Tag。否则，当服务器没有授权下发

VLAN 时，用户虽然可以通过认证但不能访问网络。 

• 对于Hybrid端口，不建议把将要下发或已经下发的授权VLAN配置为携带Tag的方式加入端口。 

• 在启动了 802.1X 周期性重认证功能的 Hybrid 端口上，若用户在 MAC VLAN 功能开启之前上

线，则 MAC VLAN 功能不能对该用户生效，即系统不会根据服务器下发的 VLAN 生成该用户

的 MAC VLAN 表项，只有该在线用户重认证成功且服务器下发的 VLAN 发生变化时，MAC 
VLAN 功能才会对它生效。MAC VLAN 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

中的“VLAN”。 

 

1.3.2  802.1X Guest VLAN 

802.1X Guest VLAN 功能允许用户在未认证的情况下，访问某一特定 VLAN 中的资源。这个特定的

VLAN 称之为 Guest VLAN，该 VLAN 内通常放置一些用于用户下载客户端软件或其他升级程序的

服务器。 

根据端口的接入控制方式不同，Guest VLAN 的生效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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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ort-based方式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Port-based的端口上配置Guest VLAN后，若全局和端口上都使能了 802.1X，端

口授权状态为auto，且端口处于激活状态，则该端口就被加入Guest VLAN，所有在该端口接入的

用户将被授权访问Guest VLAN里的资源。端口加入Guest VLAN的情况与加入授权VLAN相同，与

端口链路类型有关，请参见“1.3.1  授权VLAN”的“表 1-3”。需要注意的是，端口接收的带VLAN 
Tag的报文，如果该VLAN不是配置的Guest VLAN，则报文仍然可以在该VLAN内转发。 

当端口上处于Guest VLAN中的用户发起认证且失败时：如果端口配置了Auth-Fail VLAN，则该端

口会被加入Auth-Fail VLAN；如果端口未配置Auth-Fail VLAN，则该端口仍然处于Guest VLAN内。

关于Auth-Fail VLAN的具体介绍请参见“1.3.3  802.1X Auth-Fail VLAN”。 

当端口上处于 Guest VLAN 中的用户发起认证且成功时，端口会离开 Guest VLAN，之后端口加入

VLAN 情况与认证服务器是否下发 VLAN 有关，具体如下：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 VLAN，则端口加入下发的 VLAN 中。 

• 若认证服务器未下发 VLAN，则端口回到初始 VLAN 中。 

用户下线后，端口加入 Guest VLAN。 

2. MAC-based方式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端口上配置 Guest VLAN 后，端口上未认证的用户将被授权访问

Guest VLAN 里的资源。 

当端口上处于 Guest VLAN 中的用户发起认证且失败时，如果端口配置了 Auth-Fail VLAN，则认证

失败的用户将被加入 Auth-Fail VLAN；如果端口未配置 Auth-Fail VLAN，则该用户将离开 Guest 
VLAN，回到加入 Guest VLAN 之前端口所在的初始 VLAN。 

当端口上处于 Guest VLAN 中的用户发起认证且成功时，设备会根据认证服务器是否下发授权

VLAN 决定将该用户加入到下发的授权 VLAN 中，或使其回到加入 Guest VLAN 之前端口所在的初

始 VLAN。 

1.3.3  802.1X Auth-Fail VLAN 

802.1X Auth-Fail VLAN 功能允许用户在认证失败的情况下访问某一特定 VLAN 中的资源，这个

VLAN 称之为 Auth-Fail VLAN。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认证失败是认证服务器因某种原因明确拒绝

用户认证通过，比如用户密码错误，而不是认证超时或网络连接等原因造成的认证失败。 

根据端口的接入控制方式不同，Auth-Fail VLAN 的生效情况有所不同。 

1. Port-based方式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Port-based的端口上配置Auth-Fail VLAN后，若该端口上有用户认证失败，则该

端口会离开当前的VLAN被加入到Auth-Fail VLAN，所有在该端口接入的用户将被授权访问

Auth-Fail VLAN里的资源。端口加入Auth-Fail VLAN的情况与加入授权VLAN相同，与端口链路类型

有关，请参见“1.3.1  授权VLAN”的“表 1-3”。 

当加入 Auth-Fail VLAN 的端口上有用户发起认证并失败，则该端口将会仍然处于 Auth-Fail VLAN
内；如果认证成功，则该端口会离开 Auth-Fail VLAN，之后端口加入 VLAN 情况与认证服务器是否

下发授权 VLAN 有关，具体如下：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了授权 VLAN，则端口加入下发的授权 VLAN 中。 

• 若认证服务器未下发授权 VLAN，则端口回到缺省 VLAN 中。 

用户下线后，若端口上配置了 Guest VLAN，则加入 Guest VLAN，否则加入缺省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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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C-based方式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端口上配置 Auth-Fail VLAN 后，该端口上认证失败的用户将被授

权访问 Auth-Fail VLAN 里的资源。 

当 Auth-Fail VLAN 中的用户再次发起认证时，如果认证成功，则设备会根据认证服务器是否下发

VLAN 决定将该用户加入到下发的授权 VLAN 中，或使其回到端口的缺省 VLAN 中；如果认证失败，

则该用户仍然留在该 Auth-Fail VLAN 中。 

1.3.4  802.1X Critical VLAN 

802.1X Critical VLAN 功能允许用户在认证时，当所有认证服务器都不可达的情况下访问某一特定

VLAN 中的资源，这个 VLAN 称之为 Critical VLAN。目前，只采用 RADIUS 认证方式的情况下，在

所有 RADIUS 认证服务器都不可达后，端口才会加入 Critical VLAN。若采用了其它认证方式，则

端口不会加入 Critical VLAN。 

根据端口的接入控制方式不同，Critical VLAN 的生效情况有所不同。 

1. Port-based方式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Port-based的端口上配置Critical VLAN后，若该端口上有用户认证时，所有认证

服务器都不可达，则该端口会被加入到Critical VLAN，之后所有在该端口接入的用户将被授权访问

Critical VLAN里的资源。在用户进行重认证时，若所有认证服务器都不可达，且端口指定在此情况

下强制用户下线，则该端口也会被加入到Critical VLAN。端口加入Critical VLAN的情况与加入授权

VLAN相同，与端口链路类型有关，请参见“1.3.1  授权VLAN”的“表 1-3”。 

已经加入 Critical VLAN 的端口上有用户发起认证时，如果所有认证服务器不可达，则端口仍然在

Critical VLAN 内；如果服务器可达且认证失败，且端口配置了 Auth-Fail VLAN，则该端口将会加入

Auth-Fail VLAN，否则回到端口的缺省 VLAN 中；如果服务器可达且认证成功，则该端口加入 VLAN
的情况与认证服务器是否下发 VLAN 有关，具体如下：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了授权 VLAN，则端口加入下发的授权 VLAN 中。 

• 若认证服务器未下发授权 VLAN，则端口回缺省 VLAN 中。 

用户下线后，若端口上配置了 Guest VLAN，则加入 Guest VLAN，否则加入缺省 VLAN。 

2. MAC-based方式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端口上配置 Critical VLAN 后，若该端口上有用户认证时，所有认

证服务器都不可达，则端口将允许 Critical VLAN 通过，用户将被授权访问 Critical VLAN 里的资源。 

当 Critical VLAN 中的用户再次发起认证时，如果所有认证服务器不可达，则用户仍然在 Critical 
VLAN 中；如果服务器可达且认证失败，且端口配置了 Auth-Fail VLAN，则该用户将会加入 Auth-Fail 
VLAN，否则回到端口的缺省 VLAN 中；如果服务器可达且认证成功，则设备会根据认证服务器是

否下发授权 VLAN 决定将该用户加入下发的授权 VLAN 中，或使其回到端口的缺省 VLAN 中。 

1.3.5  802.1X Critical Voice VLAN 

802.1X Critical Voice VLAN 功能允许语音用户在认证时，当其采用的 ISP 域中的所有认证服务器都

不可达的情况下访问语音 VLAN 中的资源。目前，只采用 RADIUS 认证方式的情况下，在所有

RADIUS 认证服务器都不可达后，端口才会加入 Critical Voice VLAN。若采用了其它认证方式，则

端口不会加入 Critical Voice VLAN。 

根据端口的接入控制方式不同，Critical Voice VLAN 的生效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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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ort-based方式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 Port-based 的端口上配置 Critical Voice VLAN 后，当发现有认证服务器可达后，

处于 Critical Voice VLAN 的端口会主动发送组播报文，触发端口上的客户端进行 802.1X 认证。 

2. MAC-based方式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MAC-based的端口上配置Critical Voice VLAN后，当发现有认证服务器可达后，

处于 Critical Voice VLAN 的端口会主动向已加入 Critical Voice VLAN 的 MAC 地址发送单播报文触

发其进行 802.1X 认证。 

1.4  802.1X支持ACL下发 

802.1X 支持 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问控制列表）下发提供了对上线用户访问网络资源的过

滤与控制功能。当用户上线时，如果 RADIUS 服务器上或接入设备的本地用户视图中指定了要下发

给该用户的授权 ACL，则设备会根据下发的授权 ACL 对用户所在端口的数据流进行过滤。由于服

务器上或设备本地用户视图下指定的是授权 ACL 的编号，因此还需要在设备上创建该 ACL 并配置

对应的 ACL 规则。管理员可以通过改变授权的 ACL 编号或设备上对应的 ACL 规则来改变用户的访

问权限。 

 

802.1X 认证可成功授权的 ACL 类型为基本 ACL（ACL 编号为 2000～2999）、高级 ACL（ACL 编

号为 3000～3999）和二层 ACL（ACL 编号为 4000～4999）。但当下发的 ACL 不存在、未配置

ACL 规则或 ACL 规则配置了 counting、established、fragment、source-mac 或 logging 参数时，

授权 ACL 不生效。有关 ACL 规则的具体介绍，请参见“ACL 和 QoS 命令参考”中的“ACL”。 

 

1.5  802.1X支持User Profile下发 

802.1X 支持 User Profile 下发提供了对上线用户访问网络资源的过滤与控制功能。当用户上线时，

如果 RADIUS 服务器上或接入设备的本地用户视图中指定了要下发给该用户的授权 User Profile，
则设备会根据服务器下发的授权 User Profile 对用户所在端口的数据流进行过滤，仅允许 User 
Profile 策略中允许的数据流通过该端口。由于服务器上指定的是授权 User Profile 名称，因此还需

要在设备上创建该 User Profile并配置该对应的 User Profile策略。管理员可以通过改变授权的 User 
Profile 名称或设备上对应的 User Profile 配置来改变用户的访问权限。 

1.6  802.1X支持URL重定向功能 

802.1X 用户采用基于 MAC 的接入控制方式时，且端口授权状态为 auto 时，支持 RADIUS 扩展属

性下发重定向 URL。802.1X 用户认证后，设备会根据 RADIUS 服务器下发的重定向 URL 属性，将

用户的 HTTP 或 HTTPS 请求重定向到指定的 Web 认证页面。Web 认证通过后，RADIUS 服务器

记录 802.1X 用户的 MAC 地址，并通过 DM 报文强制 Web 用户下线。此后该用户再次发起 802.1X
认证，由于 RADIUS 服务器上已记录该用户和其 MAC 地址的对应信息，用户可以成功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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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1X 支持 URL 重定向功能和 EAD 快速部署功能互斥。若需要对 802.1X 用户的 HTTPS 请求进

行重定向，需要在设备上配置对 HTTPS 报文进行重定向的内部侦听端口号，具体配置请参见“三

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HTTP 重定向”。 

 

1.7  802.1X重认证 

802.1X 重认证是指设备周期性对端口上在线的 802.1X 用户发起重认证，以检测用户连接状态的变

化、确保用户的正常在线，并及时更新服务器下发的授权属性（例如 ACL、VLAN 等）。 

认证服务器可以通过下发 RADIUS 属性（session-timeout、Termination-action）来指定用户会话超

时时长以及会话中止的动作类型。认证服务器上如何下发以上 RADIUS 属性的具体配置以及是否可

以下发重认证周期的情况与服务器类型有关，请参考具体的认证服务器实现。 

设备作为 RADIUS DAE 服务器，认证服务器作为 RADIUS DAE 客户端时，后者可以通过 COA
（Change of Authorization）Messages 向用户下发重认证属性，这种情况下，无论设备上是否开

启了周期性重认证功能，端口都会立即对该用户发起重认证。关于 RADIUS DAE 服务器的详细内

容，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802.1X 用户认证通过后，端口对用户的重认证功能具体实现如下： 

• 当认证服务器下发了用户会话超时时长，且指定的会话中止动作为要求用户进行重认证，则无

论设备上是否开启周期性重认证功能，端口都会在用户会话超时时长到达后对该用户发起重认

证。 

• 当认证服务器下发了用户会话超时时长，且指定的会话中止动作为要求用户下线时： 

 若设备上开启了周期性重认证功能，且设备上配置的重认证定时器值小于用户会话超时时

长，则端口会以重认证定时器的值为周期向该端口在线 802.1X 用户发起重认证；若设备上

配置的重认证定时器值大于等于用户会话超时时长，则端口会在用户会话超时时长到达后

强制该用户下线。 

 若设备上未开启周期性重认证功能，则端口会在用户会话超时时长到达后强制该用户下线。 

• 当认证服务器未下发用户会话超时时长时，是否对用户进行重认证，由设备上配置的重认证功

能决定。 

• 对于已在线的 802.1X 用户，要等当前重认证周期结束并且认证通过后才会按新配置的周期进

行后续的重认证。 

• 端口对用户进行重认证过程中，重认证服务器不可达时端口上的 802.1X 用户状态均由端口上

的配置决定。 

在用户名不改变的情况下，端口允许重认证前后服务器向该用户下发不同的 VLAN。 

1.8  802.1X支持EAD快速部署 

EAD（Endpoint Admission Defense，端点准入防御）作为一个网络端点接入控制方案，它通过安

全客户端、安全策略服务器、接入设备以及第三方服务器的联动，加强了对用户的集中管理，提升

了网络的整体防御能力。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EAD 客户端的部署工作量很大，例如，需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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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管理员手动为每一个 EAD 客户端下载、升级客户端软件，这在 EAD 客户端数目较多的情况下给

管理员带来了操作上的不便。 

802.1X 认证支持的 EAD 快速部署功能就可以解决以上问题，它允许未通过认证的 802.1X 用户访

问一个指定的 IP 地址段（称为 Free IP），并可以将用户发起的 HTTP 或 HTTPS 访问请求重定向到

该 IP 地址段中的一个指定的 URL（重定向 URL），实现用户自动下载并安装 EAD 客户端的目的。 

• Free IP：未通过认证的 802.1X 终端用户可以访问的 IP 地址段，该 IP 地址段中可以配置一个

或多个特定服务器，用于提供 EAD 客户端的下载升级或者动态地址分配等服务。 

• 重定向 URL：802.1X 终端用户在认证成功之前，如果使用浏览器访问网络，则设备会将用户

访问的 URL 重定向到已配置的 URL（例如，重定向到 EAD 客户端下载界面），这样只要用户

打开浏览器，就必须进入管理员预设的界面。 

EAD 快速部署功能通过制订 EAD 规则（通常为 ACL 规则）来给予未通过认证的终端用户受限制的

网络访问权限。当大量用户同时认证时，ACL 资源将迅速被占用，如果没有用户认证成功，将出现

ACL 资源不足的情况，会导致一部分新接入的用户无法认证。 

管理员可以通过配置 EAD 规则的老化时间来控制用户对 ACL 资源的占用，当用户访问网络时该定

时器开始计时，在定时器超时或者用户下载客户端并成功通过认证之后，该用户所占用的 ACL 资源

被删除，在老化时间内未进行任何操作的用户所占用的 ACL 资源会及时得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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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802.1X 

2.1  802.1X配置限制和指导 

• 由于通过配置端口安全特性也可以为用户提供 802.1X 认证服务，且还可以提供 802.1X 和

MAC 地址认证的扩展和组合应用，因此在需要灵活使用以上两种认证方式的组网环境下，推

荐使用端口安全特性。无特殊组网要求的情况下，无线环境中通常使用端口安全特性。在仅需

要 802.1X 特性来完成接入控制的组网环境下，推荐单独使用 802.1X 特性。关于端口安全特

性的详细介绍和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端口安全”。 

• 当端口上配置的 802.1X 认证的 Guest VLAN、Auth-Fail VLAN、Critical VLAN 中存在用户时，

不允许切换该端口的链路类型。 

• 仅支持在二层以太网接口上配置 802.1X 认证功能，不支持在二层聚合组的成员端口上开启

802.1X 认证功能。 

2.2  802.1X配置任务简介 

802.1X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 802.1X 

(2) 配置 802.1X 认证的基本功能 

 配置 802.1X系统的认证方法 

 配置端口的授权状态 

 配置端口接入控制方式 

 （可选）配置端口的强制认证域 

 （可选）配置 802.1X认证超时定时器 

 （可选）配置 802.1X重认证功能 

 （可选）配置 802.1X静默功能 

(3) （可选）配置 802.1X 下发 VLAN 功能 

 配置 802.1X Guest VLAN 

 配置端口延迟加入 802.1X的Guest VLAN 

 配置 802.1X Auth-Fail VLAN 

 配置 802.1X Critical VLAN 

 配置 802.1X Critical Voice VLAN 

(4) （可选）配置 802.1X 其它功能 

 配置认证触发功能 

对于不支持主动发送认证触发报文的客户端，可配置认证触发功能，即设备主动向该端口

上的客户端发送认证请求来触发 802.1X 认证。 

 配置端口同时接入用户数的 大值 

 配置设备向接入用户发送认证请求报文的 大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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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在线用户握手功能 

 配置 802.1X支持的域名分隔符 

 配置端口发送 802.1X协议报文不携带VLAN Tag 

 配置MAC地址认证成功用户进行 802.1X认证的 大尝试次数 

 配置 802.1X用户IP地址冻结功能 

 配置 802.1X认证的MAC地址绑定功能 

 配置 802.1X支持EAD快速部署 

 配置 802.1X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 

2.3  802.1X配置准备 

在配置 802.1X 之前，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 配置 802.1X用户所属的 ISP认证域及其使用的AAA方案，即本地认证方案或RADIUS方案。 

• 如果需要通过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认证，则应该在 RADIUS 服务器上配置相应的用户名和密

码。 

• 如果需要本地认证，则应该在设备上手动添加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配置本地认证时，用户使

用的服务类型必须设置为 lan-access。 

2.4  开启802.1X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同时开启全局和端口的 802.1X 后，802.1X 的配置才能在端口上生效。 

在客户端发送不携带 Tag 数据流的情况下，若设备的接入端口配置了 Voice VLAN 功能，则端口的

802.1X 功能不生效。关于 Voice VLAN 特性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oice 
VLAN”。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全局的 802.1X 功能。 
dot1x 

缺省情况下，全局的 802.1X 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端口的 802.1X 功能。 
dot1x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802.1X 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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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配置802.1X系统的认证方法 

1. 功能简介 

设备上的 802.1X 系统采用的认证方法与设备对于 EAP 报文的处理机制有关，具体如下： 

• 若指定 authentication-method为 eap，则表示设备采用 EAP 中继认证方式。该方式下，

设备端对客户端发送的 EAP 报文进行中继处理，并能支持客户端与 RADIUS 服务器之间所有

类型的 EAP 认证方法。 

• 若指定 authentication-method为 chap或 pap，则表示设备采用 EAP 终结认证方式，

该方式下，设备端对客户端发送的EAP报文进行本地终结，并能支持与RADIUS服务器之间

采用 CHAP 或 PAP 类型的认证方法。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如果客户端采用了 MD5-Challenge 类型的 EAP 认证，则设备端只能采用 CHAP 认证；如果

iNode 802.1X 客户端采用了“用户名+密码”方式的 EAP 认证，设备上可选择使用 PAP 认证

或 CHAP 认证，从安全性上考虑，通常使用 CHAP 认证。 

• 如果采用 EAP 中继认证方式，则设备会把客户端输入的内容直接封装后发给服务器，这种情

况下 user-name-format 命令的设置无效，user-name-format 的介绍请参见“安全命

令参考”中的“AAA”。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802.1X 系统的认证方法。 
dot1x authentication-method { chap | eap | pap } 

缺省情况下，设备启用 EAP 终结方式，并采用 CHAP 认证方法。 

2.6  配置端口的授权状态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端口的授权状态，可以控制端口上接入的用户是否需要经过认证来访问网络资源。端口支

持以下三种授权状态： 

• 强制授权（authorized-force）：表示端口始终处于授权状态，允许用户不经认证即可访

问网络资源。 

• 强制非授权（unauthorized-force）：表示端口始终处于非授权状态，不允许用户进行认

证。设备端不为通过该端口接入的客户端提供认证服务。 

• 自动识别（auto）：表示端口初始状态为非授权状态，仅允许 EAPOL 报文收发，不允许用户

访问网络资源；如果用户通过认证，则端口切换到授权状态，允许用户访问网络资源。这也是

常用的一种状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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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授权状态。 
dot1x port-control { authorized-force | auto | unauthorized-force }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授权状态为 auto。 

2.7  配置端口接入控制方式 

1. 功能简介 

设备支持两种端口接入控制方式：基于端口控制（portbased）和基于 MAC 控制（macbased）。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接入控制方式。 
dot1x port-method { macbased | portbased } 

缺省情况下，端口采用的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2.8  配置端口的强制认证域 

1. 功能简介 

在端口上指定强制认证域为 802.1X 接入提供了一种安全控制策略。所有从该端口接入的 802.1X 用

户将被强制使用指定的认证域来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从而防止用户通过恶意假冒其它域账号从

本端口接入网络。另外，管理员也可以通过配置强制认证域对不同端口接入的用户指定不同的认证

域，从而增加了管理员部署 802.1X 接入策略的灵活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指定端口上 802.1X 用户使用的强制认证域。 
dot1x mandatory-domain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802.1X 用户使用的强制认证域。 

2.9  配置802.1X认证超时定时器 

1. 功能简介 

802.1X 认证过程中会启动多个定时器以控制客户端、设备以及 RADIUS 服务器之间进行合理、有

序的交互。可配置的 802.1X 认证定时器包括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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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认证超时定时器：当设备端向客户端发送了EAP-Request/MD5 Challenge请求报文后，

设备端启动此定时器，若在该定时器设置的时长内，设备端没有收到客户端的响应，设备端将

重发该报文。 

• 认证服务器超时定时器：当设备端向认证服务器发送了 RADIUS Access-Request 请求报文后，

设备端启动该定时器，若在该定时器设置的时长内，设备端没有收到认证服务器的响应，则

802.1X 认证失败。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一般情况下，无需改变认证超时定时器的值，除非在一些特殊或恶劣的网络环境下，才需要通过命

令来调节。例如，用户网络状况比较差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地将客户端认证超时定时器值调大一些；

还可以通过调节认证服务器超时定时器的值来适应不同认证服务器的性能差异。 

建议将 server-timeout的值设定为小于或等于设备发送RADIUS报文的 大尝试次数（retry）

与 RADIUS 服务器响应超时时间（timer response-timeout）之积。如果 server-timeout

的值大于 retry 与 timer response-timeout 之积，则可能在 server-timeout 设定的服务

器超时时间到达前，用户被强制下线。关于发送 RADIUS 报文的 大尝试次数、RADIUS 服务器响

应超时时间的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客户端认证超时定时器。 
dot1x timer supp-timeout supp-timeout-value 

缺省情况下，客户端认证超时定时器的值为 30 秒。 

(3) 配置认证服务器超时定时器。 
dot1x timer server-timeout server-timeout-value 

缺省情况下，认证服务器超时定时器的值为 100 秒。 

2.10  配置802.1X重认证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对 802.1X 用户进行周期性重认证时，设备将按照如下由高到低的顺序为其选择重认证时间间

隔：服务器下发的重认证时间间隔、接口视图下配置的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的值、系统视图下

配置的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的值、设备缺省的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的值。 

• 强制端口上所有 802.1X 在线用户进行重认证后，不论服务器是否下发重认证或端口下是否开

启了周期性重认证，强制重认证都会正常执行，端口上的所有在线 802.1X 用户会依次进行重

认证操作。 

• 修改设备上配置的认证域或 802.1X 系统认证方法都不会影响在线用户的 802.1X 重认证，只

对配置之后新上线的用户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在系统视图或接口视图下配置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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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视图下配置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 
dot1x timer reauth-period reauth-period-value 

缺省情况下，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的值为 3600 秒。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dot1x timer reauth-period reauth-period-value 

quit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未配置 802.1X 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使用系统视图下的周期性重认证

定时器的取值。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周期性重认证功能。 
dot1x re-authenticate 

缺省情况下，周期性重认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 （可选）强制端口上所有 802.1X 在线用户进行重认证。 
dot1x re-authenticate manual 

开启本功能后，不论服务器是否下发重认证或端口下是否开启了周期性重认证，强制重认证

都会正常执行，端口上的所有在线 802.1X 用户会依次进行重认证操作。 

(6) （可选）配置重认证服务器不可达时端口上的 802.1X 用户保持在线状态。 
dot1x re-authenticate server-unreachable keep-online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的 802.1X 在线用户重认证时，若认证服务器不可达，则会被强制下线。 

若配置保持用户在线，当服务器在短时间内恢复可达，则可以避免用户频繁上下线；若处于缺

省状态，当服务器可达性在短时间内不可恢复，可避免用户在线状态长时间与实际不符。 

2.11  配置802.1X静默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 802.1X 用户认证失败以后，设备需要静默一段时间（通过命令 dot1x timer quiet-period

设置）后再重新发起认证，在静默期间，设备不对 802.1X 认证失败的用户进行 802.1X 认证处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网络处在风险位置，容易受攻击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地将静默定时器值调大一些，反之，可以将

其调小一些来提高对用户认证请求的响应速度。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静默定时器功能。 
dot1x quiet-period 

缺省情况下，静默定时器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可选）配置静默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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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1x timer quiet-period quiet-period-value 

缺省情况下，静默定时器的值为 60 秒。 

2.12  配置802.1X Guest 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端口上生成的 Guest VLAN 表项会覆盖已生成的阻塞 MAC
表项，但如果端口因检测到非法报文而关闭，则 802.1X Guest VLAN 功能无法生效。关于阻

塞 MAC 表项和端口的入侵检测功能的具体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端口安全”。 

• 不同的端口可以指定不同的 802.1X Guest VLAN，一个端口 多只能指定一个 802.1X Guest 
VLAN 。 

• 如果用户端设备发出的是携带 Tag 的数据流，且接入端口上使能了 802.1X 认证并配置了

802.1X Guest VLAN，为保证各种功能的正常使用，请为 Voice VLAN、端口的缺省 VLAN 和

802.1X 的 Guest VLAN 分配不同的 VLAN ID。 

2. 配置准备 

配置 802.1X Guest VLAN 之前，需要进行以下配置准备： 

• 创建需要配置为 Guest VLAN 的 VLAN。 

•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端口上，保证端口类型为 Hybrid，端口上的 MAC VLAN 功

能处于使能状态，且不建议将指定的 Guest VLAN 修改为携带 Tag 的方式。MAC VLAN 功能

的具体配置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 802.1X Guest VLAN。 
dot1x guest-vlan guest-vlan-id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未配置 802.1X Guest VLAN。 

2.13  配置端口延迟加入802.1X的Guest VLAN 

1. 功能简介 

开启 802.1X 认证，且端口的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方式时，触发 802.1X 认证后端口会立即

被加入到 802.1X Guest VLAN 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配置了端口延迟加入 802.1X Guest VLAN
功能，端口会主动向触发认证的源 MAC 地址单播发送 EAP-Request 报文。若在指定的时间内（通

过命令 dot1x timer tx-period 设置）没有收到客户端的响应，则重发该报文，直到重发次数

达到命令 dot1x retry设置的 大次数时，若仍没有收到客户端的响应，才会加入到 802.1X Guest 
VLAN 中。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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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延迟加入 802.1X Guest VLAN 的功能。 
dot1x guest-vlan-delay { eapol | new-mac } 

缺省情况下，端口延迟加入 802.1X Guest VLAN 的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14  配置802.1X Auth-Fail 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不同的端口可以指定不同的 802.1X Auth-Fail VLAN，一个端口 多只能指定一个 802.1X 
Auth-Fail VLAN。 

• 如果用户端设备发出的是携带 Tag的数据流，为保证各种功能的正常使用，请为 Voice VLAN、

端口的缺省 VLAN 和 802.1X 的 Auth-Fail VLAN 分配不同的 VLAN ID。 

•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端口上同时配置了 802.1X Auth-Fail VLAN 与 MAC 地址认

证 Guest VLAN 时，若用户首先进行 MAC 地址认证且失败，则加入 MAC 地址认证的 Guest 
VLAN 中，之后若该用户再进行 802.1X 认证且失败，则会离开 MAC 地址认证 Guest VLAN
而加入 802.1X Auth-Fail VLAN 中；若用户首先进行 802.1X 认证且失败，之后除非成功通过

MAC 地址认证或者 802.1X 认证，否则会一直位于 802.1X Auth-Fail VLAN 中。 

•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端口上生成的 Auth-Fail VLAN 表项会覆盖已生成的阻塞

MAC 表项，但如果端口因检测到非法报文而关闭，则 802.1X 的 Auth-Fail VLAN 功能无法生

效。关于端口入侵检测关闭功能的具体介绍请参考“安全配置指导”中的“端口安全”。 

2. 配置准备 

配置 802.1X Auth-Fail VLAN 之前，需要进行以下配置准备： 

• 创建需要配置为 Auth-Fail VLAN 的 VLAN。 

•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端口上，保证端口类型为 Hybrid，端口上的 MAC VLAN 功

能处于使能状态，且不建议将指定的 Auth-Fail VLAN修改为携带 Tag的方式。MAC VLAN功

能的具体配置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 802.1X Auth-Fail VLAN。 
dot1x auth-fail vlan authfail-vlan-id 

缺省情况下，端口没有配置 802.1X Auth-Fail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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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配置802.1X Critical VLAN 

2.15.1  配置端口的 802.1X Critical 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不同的端口可以指定不同的 802.1X Critical VLAN，一个端口 多只能指定一个 802.1X 
Critical VLAN。 

• 如果用户端设备发出的是携带 Tag的数据流，为保证各种功能的正常使用，请为 Voice VLAN、

端口的缺省 VLAN 和 802.1X 的 Critical VLAN 分配不同的 VLAN ID。 

•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Port-based的端口上，若端口已经处于802.1X Auth-Fail VLAN，则当所有

认证服务器都不可达时，端口并不会离开当前的 VLAN而加入 802.1X Critical VLAN。在接入

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端口上，当处于 Auth-Fail VLAN 的用户再次发起认证时，如果认

证服务器不可达，则该用户仍然留在该 Auth-Fail VLAN 中，不会离开当前的 VLAN 而加入

802.1X Critical VLAN。 

• 若端口已经处于 802.1X Guest VLAN，则当所有认证服务器都不可达时，端口会离开当前的

VLAN 并加入 802.1X Critical VLAN。 

2. 配置准备 

配置 802.1X Critical VLAN 之前，需要进行以下配置准备： 

• 创建需要配置为 Critical VLAN 的 VLAN。 

• 在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端口上，保证端口类型为 Hybrid，端口上的 MAC VLAN 功

能处于使能状态，且不建议将指定的 Critical VLAN修改为携带 Tag的方式。MAC VLAN功能

的具体配置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 802.1X Critical VLAN。 
dot1x critical vlan critical-vlan-id 

缺省情况下，端口没有配置 802.1X Critical VLAN。 

2.15.2  配置向 802.1X Critical VLAN用户发送认证成功帧 

1. 功能简介 

802.1X 用户因认证服务器不可达而被加入 Critical VLAN 之后，设备端会向客户端发送 EAP-Failure
报文。对于某些 802.1X 客户端（如 Windows 系统的 802.1X 客户端），在收到 EAP-Failure 报文后，

不会再响应设备端后继发送的 EAP-Request/Identity 报文，从而导致该类用户的 802.1X 重认证无

法成功。为解决此问题，设备支持通过命令行配置当 802.1X 用户被加入到 Critical VLAN 后，向客

户端发送 EAP-Success 报文。客户端收到该报文后认为 802.1X 用户上线成功，此后可以继续响应

设备端发送的 EAP-Request/Identity 报文进行 802.1X 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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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当 802.1X 用户被加入到 Critical VLAN 后，设备端向客户端发送 EAP-Success 报文。 
dot1x critical eapol 

缺省情况下，当 802.1X 用户加入到 Critical VLAN 后，设备端向客户端发送 EAP-Failure 报

文。 

2.16  配置802.1X Critical Voice 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若端口已经处于 802.1X Auth-Fail VLAN，则当所有认证服务器都不可达时，端口并不会离开

当前的 VLAN 而加入 802.1X Critical Voice VLAN。 

• 若端口已经处于 802.1X Guest VLAN，则当所有认证服务器都不可达时，端口会离开当前的

VLAN 并加入 802.1X Critical Voice VLAN。 

2. 配置准备 

配置 802.1X Critical Voice VLAN 之前，需要进行以下配置准备： 

• 全局和端口的 LLDP（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链路层发现协议）已经开启，设备通过

LLDP 来判断用户是否为语音用户。有关 LLDP 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考“二层技术-以太网交

换配置指导”中的“LLDP”。 

• 端口的语音 VLAN 功能已经开启。有关语音 VLAN 的详细介绍请参考“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

配置指导”中的“VLAN”。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 802.1X Critical Voice VLAN。 
dot1x critical-voice-vlan 

缺省情况下，端口 802.1X Critical Voice VLA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17  配置认证触发功能 

1. 功能简介 

对于不支持主动发送EAPOL-Start报文来发起802.1X认证的客户端，设备支持配置认证触发功能，

即设备主动向该端口上的客户端发送认证请求来触发 802.1X 认证。设备提供了以下两种类型的认

证触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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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播触发功能：启用了该功能的端口会定期（间隔时间通过命令 dot1x timer tx-period

设置）向客户端组播发送 EAP-Request/Identity 报文来检测客户端并触发认证。 

• 单播触发功能：当启用了该功能的端口收到源 MAC 地址未知的报文时，会主动向该 MAC 地

址单播发送 EAP-Request/Identity 报文，若端口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命令 dot1x timer 

tx-period 设置）没有收到客户端的响应，则重发该报文（重发次数通过命令 dot1x retry

设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若端口连接的 802.1X 客户端不能主动发起认证，则需要开启组播触发功能。 

• 若端口连接的 802.1X 客户端不能主动发起认证，且仅部分 802.1X 客户端需要进行认证，为

避免不希望认证或已认证的 802.1X 客户端收到多余的认证触发报文，则需要开启单播触发功

能。 

• 建议组播触发功能和单播触发功能不要同时开启，以免认证报文重复发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用户名请求超时定时器。 
dot1x timer tx-period tx-period-value 

缺省情况下，用户名请求超时定时器的值为 30 秒。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认证触发功能。 
dot1x { multicast-trigger | unicast-trigger } 

缺省情况下，组播触发功能处于开启状态，单播触发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18  配置端口同时接入用户数的最大值 

1. 功能简介 

由于系统资源有限，如果当前端口上接入的用户过多，接入用户之间会发生资源的争用。因此限制

接入用户数可以使属于当前端口的用户获得可靠的性能保障。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同时接入用户数的 大值。 
dot1x max-user max-number 

缺省情况下，端口同时接入用户数的 大值为 429496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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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配置设备向接入用户发送认证请求报文的最大次数 

1. 功能简介 

如果设备向用户发送认证请求报文后，在规定的时间里（可通过命令 dot1x timer tx-period

或者 dot1x timer supp-timeout 设定）没有收到用户的响应，则设备将向用户重发该认证请

求报文，若设备累计发送认证请求报文的次数达到配置的 大值后，仍然没有得到用户响应，则停

止发送认证请求。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向接入用户发送认证请求报文的 大次数。 
dot1x retry retries 

缺省情况下，设备 多可向接入用户发送 2 次认证请求报文。 

2.20  配置在线用户握手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设备的在线用户握手功能后，设备会定期（时间间隔通过命令 dot1x timer 

handshake-period 设 置 ） 向 通 过 802.1X 认 证 的 在 线 用 户 发 送 握 手 请 求 报 文

（EAP-Request/Identity），以定期检测用户的在线情况。如果设备连续多次（通过命令 dot1x 

retry 设置）没有收到客户端的应答报文（EAP-Response/Identity），则会将用户置为下线状态。 

有些 802.1X 客户端如果没有收到设备回应的在线握手成功报文（EAP-Success），就会自动下线。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需要在端口上开启发送在线握手成功报文功能。 

在线用户握手功能处于开启状态的前提下，还可以通过开启在线用户握手安全功能，来防止在线的

802.1X 认证用户使用非法的客户端与设备进行握手报文的交互，而逃过代理检测、双网卡检测等

iNode 客户端的安全检查功能。开启了在线用户握手安全功能的设备通过检验客户端上传的握手报

文中携带的验证信息，来确认用户是否使用 iNode 客户端进行握手报文的交互。如果握手检验不通

过，则会将用户置为下线状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部分 802.1X 客户端不支持与设备进行握手报文的交互，因此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关闭设备的

在线用户握手功能，避免该类型的在线用户因没有回应握手报文而被强制下线。 

• 在线用户握手功能处于开启状态时，安全握手功能才会生效。 

• 在线用户握手安全功能仅能在 iNode 客户端和 iMC 服务器配合使用的组网环境中生效。 

• 只有当 802.1X 客户端需要收到在线握手成功报文时，才需要开启端口发送在线握手成功报文

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握手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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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1x timer handshake-period handshake-period-value 

缺省情况下，握手定时器的值为 15 秒。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在线用户握手功能。 
dot1x handshake 

缺省情况下，在线用户握手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5) （可选）开启在线用户握手安全功能。 
dot1x handshake secure 

缺省情况下，在线用户握手安全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6) （可选）开启端口发送在线握手成功报文功能。 
dot1x handshake reply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不发送在线握手成功报文。 

2.21  配置802.1X支持的域名分隔符 

1. 功能简介 

每个接入用户都属于一个 ISP域，该域是由用户登录时提供的用户名决定的，若用户名中携带域名，

则设备使用该域中的 AAA 配置对用户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否则使用系统中的缺省域；若设备

指定了 802.1X 的强制认证域，则无论用户名中是否携带域名，设备均使用指定的强制认证域。因

此，设备能够准确解析用户名中的纯用户名和域名对于为用户提供认证服务非常重要。由于不同的

802.1X 客户端所支持的用户名域名分隔符不同，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不同用户名格式的 802.1X
用户接入，需要在设备上指定 802.1X 可支持的域名分隔符。 

目 前 ， 802.1X 支 持 的 域 名 分 隔 符 包 括 @ 、 \ 、 . 、 和 / ， 对 应 的 用 户 名 格 式 分 别 为

username@domain-name ，  domain-name\username ， username.domain-name 和

username/domain-name，其中 username 为纯用户名、domain-name 为域名。如果用户名中

包含有多个域名分隔符字符，则设备仅将 后一个出现的域名分隔符识别为实际使用的域名分隔符，

例如，用户输入的用户名为 123/22\@abc，设备上指定 802.1X 支持的域名分隔符为/、\，则识别出

的纯用户名为@abc，域名为 123/22。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如果用户输入的用户名中不包含任何 802.1X 可支持的域名分隔符，则设备会认为该用户名并

未携带域名，则使用系统中的缺省域对该用户进行认证。 

• 若设备上指定发送给认证服务器的用户名携带域名（user-name-format with-domain），

则发送给认证服务器的用户名包括三个部分：识别出的纯用户名、域名分隔符@、 终使用

的认证域名。例如，用户输入的用户名为121.123/22\@abc，指定802.1X支持的域名分隔符

为/、\、.， 终使用的认证域为 xyz，则发送给认证服务器的用户名为@abc@xyz。
user-name-format 命令的具体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AAA”。 

• 为保证用户信息可在认证服务器上被准确匹配到，设备上指定的 802.1X 支持的域名分隔符必

须与认证服务器支持的域名分隔符保持一致，否则可能会因为服务器匹配用户失败而导致用户

认证失败。 



 

2-14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 802.1X 支持的域名分隔符。 
dot1x domain-delimiter string 

缺省情况下，仅支持域名分隔符@。 

2.22  配置端口发送802.1X协议报文不携带VLAN Tag 

1. 功能简介 

Hybrid 端口开启 802.1X 认证，若该端口上通过 port hyrid vlan 命令配置了转发缺省 VLAN 报

文携带 VLAN Tag，则端口发送的缺省 VLAN 内的 802.1X 协议报文默认携带 VLAN Tag。这种情况

下，当终端发送的是不带 VLAN Tag 的报文进行 802.1X 认证时，由于接收的是带 Tag 的报文，会

导致 802.1X 认证失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备支持配置端口发送 802.1X 协议报文时不带 VLAN 
Tag 的功能。 

2. 配置准备 

配置端口发送 802.1X 协议报文不携带 VLAN Tag 之前，需要将开启 802.1X 认证端口的链路类型配

置为 Hybrid。具体配置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3. 配置限制和指导 

除非 Hybrid 端口上配置了转发缺省 VLAN 报文携带 VLAN Tag，而终端发送的是不带 VLAN Tag 的

报文进行 802.1X 认证，其它场景请不要开启本功能，否则端口发送的所有 802.1X 报文都将去除

VLAN Tag，可能导致正常用户无法通过 802.1X 认证。 

4.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发送 802.1X 协议报文不携带 VLAN Tag。 
dot1x eapol untag 

缺省情况下，端口发送 802.1X 协议报文携带 VLAN Tag。 

2.23  配置MAC地址认证成功用户进行802.1X认证的最大尝试次数 

1. 功能简介 

当端口上开启了 MAC 地址认证和 802.1X 认证的情况下，若已经通过 MAC 地址认证的用户向设备

发送了 EAP 报文请求进行 802.1X 认证，缺省情况下，设备允许其进行 802.1X 认证。若该用户通

过了 802.1X 认证，设备将强制此 MAC 地址认证用户下线，以 802.1X 用户的身份上线；若该用户

未通过 802.1X 认证，则后续会进行多次 802.1X 认证尝试。若并不希望此类用户多次进行 802.1X
认证尝试，则可以通过本命令限制 MAC 地址认证成功用户进行 802.1X 认证的 大尝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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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MAC 地址认证成功用户进行 802.1X 认证的 大次数。 
dot1x after-mac-auth max-attempt max-attempts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 MAC 地址认证成功的用户进行 802.1X 认证的 大次数。 

2.24  配置802.1X用户IP地址冻结功能 

1. 功能简介 

基于 802.1X 的 IP Source Guard 功能，需要 802.1X 客户端支持上传 IP 地址，设备会根据 802.1X
功能获得的用户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等信息动态生成 IP Source Guard 绑定表项来过滤端口收到的

IPv4 报文。有关 IP Source Guard 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安全配置指导”中的“IP Source Guard”。 

为了防止 802.1X 用户私自修改 IP 地址，设备支持为配置 802.1X 用户 IP 地址冻结功能。开启该功

能后，设备首次获取并保存了 802.1X 上线用户的 IP 地址之后，不会随着该用户 IP 地址的变化而

更新 IP Source Guard 动态绑定表中用户的 IP 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802.1X 用户 IP 地址冻结功能。 
dot1x user-ip freeze 

缺省情况下，802.1X 用户 IP 地址冻结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25  配置802.1X认证的MAC地址绑定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802.1X 认证的 MAC 地址绑定功能后，设备会将通过 802.1X 认证上线用户的 MAC 地址与用

户接入端口绑定，自动生成 802.1X 认证用户的 MAC 地址与接入端口的绑定表项。同时，设备也支

持通过命令行手工配置 802.1X 认证的 MAC 地址绑定表项。这两种方式产生的 802.1X 认证的 MAC
地址绑定表项都不会自动老化。因此，当这些 MAC 地址被绑定的用户在其它开启 802.1X 认证的

MAC 地址绑定功能的端口上进行 802.1X 认证时，将不能通过认证，实现了 802.1X 用户通过设备

的指定端口连接网络，不能随意更换接入端口的需求。 

2. 配置限制与指导 

• 802.1X 认证的 MAC 地址绑定功能仅在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的端口上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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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1X 认证的 MAC 地址绑定表项不会自动老化，即使该用户下线后或设备保存配置重启后

也不会删除此绑定表项。只能通过 undo dot1x mac-binding 命令手工删除表项。用户在

线时，不允许删除此表项。 

• 802.1X 认证的 MAC 地址绑定功能受端口允许同时接入 802.1X 用户数的 大值（通过 dot1x 

max-user命令配置）影响。当绑定表项数等于端口允许同时接入 802.1X用户 大用户数时， 
MAC 地址绑定表项之外的用户均会认证失败。例如，如果开启了 802.1X 认证的 MAC 地址绑

定功能，并且配置了端口允许同时接入 802.1X 用户数的 大值为 1，此时只能有一个用户通

过 802.1X 认证上线，并且此用户下线后其 MAC 地址表项不会老化，这种情况下该端口上其

它用户进行认证会提示认证失败。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802.1X 认证的 MAC 地址绑定功能。 
dot1x mac-bind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802.1X 认证的 MAC 地址绑定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手工配置 802.1X 认证 MAC 地址绑定表项。 
dot1x mac-binding mac-address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不存在 802.1X 认证的 MAC 地址绑定表项。 

2.26  配置802.1X支持EAD快速部署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MAC 地址认证和端口安全特性不支持 EAD 的快速部署功能，全局使能 MAC 认证或端口安全

功能将会使 EAD 快速部署功能失效。 

• 为使 EAD 快速部署功能生效，必须保证指定端口的授权模式为 auto。 

• MAC 地址认证、端口安全功能均与 Free IP 配置互斥。 

• 开启 EAD 快速部署辅助功能与 802.1X Guest VLAN 功能不建议同时配置，否则可能导致

802.1X Guest VLAN 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 在同时配置了 Free IP 与 Auth-Fail VLAN 功能的情况下，请保证 Free IP 网段为 Auth-Fail 
VLAN 可允许访问的网络资源。这种情况下，用户只能访问 Free IP，不能访问其它资源。 

• 重定向 URL 必须处于 Free IP 网段内，否则无法实现重定向。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EAD 快速部署辅助功能。 
dot1x ead-assistant enable 

缺省情况下，EAD 快速部署辅助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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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Free IP。 
dot1x ead-assistant free-ip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address } 

可通过重复执行此命令来配置多个 Free IP。 

(4) （可选）配置用户 HTTP 或 HTTPS 访问的重定向 URL。 
dot1x ead-assistant url url-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802.1X 用户 HTTP 或 HTTPS 访问的重定向 URL。 

若需要对用户的 HTTPS 访问进行重定向，需要在设备上配置对 HTTPS 报文进行重定向的内

部侦听端口号，具体配置请参考“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HTTP 重定向”。 

(5) （可选）配置 EAD 规则老化时间。 
dot1x timer ead-timeout ead-timeout-value 

缺省情况下，EAD 规则老化时间为 30 分钟。 

在接入用户数量较多时，可以适当缩短 EAD 规则老化时间，以提高 ACL 的使用效率。 

2.27  配置802.1X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 

1. 功能简介 

802.1X 接入用户日志信息是为了满足网络管理员维护的需要，对 802.1X 认证用户的接入信息进行

记录。设备生成的 802.1X 接入用户日志信息会交给信息中心模块处理，信息中心模块的配置将决

定日志信息的发送规则和发送方向。关于信息中心的详细描述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

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防止设备输出过多的 802.1X 接入用户日志信息，一般情况下建议关闭此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802.1X 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 
dot1x access-user log enable [ abnormal-logoff | failed-login | 

normal-logoff | successful-login ] * 

缺省情况下，802.1X 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配置本命令时，如果未指定任何参数，将同时开启所有参数对应的日志功能。 

2.28  802.1X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802.1X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802.1X 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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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802.1X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802.1X的会话连接信息、相关统计

信息或配置信息 
display dot1x [ sessions | statistics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当前802.1X在线用户的详细信息 
display dot1x connection [ open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lot slot-number | 
user-mac mac-address | user-name name-string ] 

显示指定类型的VLAN中的802.1X用户

的MAC地址信息 

display dot1x mac-address { auth-fail-vlan | 
critical-vlan | guest-vlan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Guest VLAN内802.1X用户 reset dot1x guest-vlan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mac-address mac-address ] 

清除802.1X的统计信息 reset dot1x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2.29  802.1X典型配置举例 

2.29.1  802.1X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通过 Device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入网络，设备对该端口接入的用户进行 802.1X 认

证以控制其访问 Internet，具体要求如下： 

• 由两台 RADIUS 服务器组成的服务器组与 Device 相连，其 IP 地址分别为 10.1.1.1/24 和

10.1.1.2/24，使用前者作为主认证/计费服务器，使用后者作为备份认证/计费服务器。 

• 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下的所有接入用户均需要单独认证，当某个用户下线时，也只有该

用户无法使用网络。 

• 认证时，首先进行 RADIUS 认证，如果 RADIUS 服务器没有响应则进行本地认证。 

• 所有接入用户都属于同一个 ISP 域 bbb。 

• Device 与 RADIUS 认证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 name、与 RADIUS 计费服务器交互

报文时的共享密钥为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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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2-1 802.1X 认证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下述配置步骤中包含了若干 AAA/RADIUS 协议的配置命令，关于这些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安

全命令参考”中的“AAA”。 

 

(1) 配置 RADIUS 服务器，添加用户帐户，保证用户的认证/授权/计费功能正常运行（略） 

(2)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3) 配置本地用户 

# 添加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用户名为 localuser，密码为明文输入的 localpass。（此处添加

的本地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需要与服务器端配置的用户名和密码保持一致，本例中的

localuser 仅为示例，请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local-user localuser class network 

[Device-luser-network-localuser] password simple localpass 

# 配置本地用户的服务类型为 lan-access。 
[Device-luser-network-localuser] service-type lan-access 

[Device-luser-network-localuser] quit 

(4)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 RADIUS 方案 radius1 并进入其视图。 
[Device] radius scheme radius1 

# 配置主认证/计费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Device-radius-radiu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Device-radius-radius1] primary accounting 10.1.1.1 

# 配置备份认证/计费 RADIU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Device-radius-radius1]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10.1.1.2 

[Device-radius-radius1] secondary accounting 10.1.1.2 

# 配置 Device 与认证/计费 RADIUS 服务器交互报文时的共享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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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radius-radiu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name 

[Device-radius-radiu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money 

#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域名。 
[Device-radius-radiu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radius-radius1] quit 

 

发送给服务器的用户名是否携带域名与服务器端是否接受携带域名的用户名以及服务器端的

配置有关： 

• 若服务器端不接受携带域名的用户名，或者服务器上配置的用户认证所使用的服务不携带

域名后缀，则 Device 上指定不携带用户名（without-domain）； 

• 若服务器端可接受携带域名的用户名，且服务器上配置的用户认证所使用的服务携带域名

后缀，则 Device 上指定携带用户名（with-domain）。 

 

(5) 配置 ISP 域 

# 创建域 bbb 并进入其视图。 
[Device] domain bbb 

# 配置 802.1X 用户使用 RADIUS 方案 radius1 进行认证、授权、计费，并采用 local 作为备

选方法。 
[Device-isp-bbb]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adius1 local 

[Device-isp-bbb]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adius1 local 

[Device-isp-bbb] accounting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adius1 local 

[Device-isp-bbb] quit 

(6) 配置 802.1X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802.1X。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 配置端口的 802.1X 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该配置可选，因为端口的接入控制在缺

省情况下就是基于 MAC 地址的）。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port-method macbased 

# 指定端口上接入的 802.1X 用户使用强制认证域 bbb。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mandatory-domain bbb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开启全局 802.1X。 
[Device] dot1x 

(7) 配置 802.1X 客户端（略） 

若使用 iNode 802.1X 客户端，为保证备选的本地认证可成功进行，请确认 802.1X 连接属性

中的“上传客户端版本号”选项未被选中。 

4. 验证配置 

使用命令 display dot1x interface 可以查看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的 802.1X 的配置

情况。当 802.1X 用户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成功上线后，可使用命令 display dot1x 

connection 查看到上线用户的连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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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2  802.1X支持Guest VLAN、授权VLAN下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2-2 所示，一台主机通过 802.1X认证接入网络，认证服务器为RADIUS服务器。Host接入Device
的端口GigabitEthernet1/0/2 在VLAN 1 内；认证服务器在VLAN 2 内；Update Server是用于客户端

软件下载和升级的服务器，在VLAN 10 内；Device连接Internet网络的端口GigabitEthernet1/0/3 在

VLAN 5 内。现有如下组网需求： 

• 在端口上配置完 Guest VLAN，则立即将该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 Guest VLAN
（VLAN 10）中，此时Host和Update Server都在VLAN 10内，Host可以访问Update Server
并下载 802.1X 客户端。 

• 用户认证成功上线后，认证服务器下发 VLAN 5，此时 Host 和连接 Internet 网络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都在 VLAN 5 内，Host 可以访问 Internet。 

2. 组网图 

图2-2 Guest VLAN 及 VLAN 下发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下述配置步骤中包含了若干 AAA/RADIUS 协议的配置命令，关于这些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安

全命令参考”中的“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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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 RADIUS 服务器，添加用户帐户，指定要授权下发的 VLAN（本例中为 VLAN 5），并保

证用户的认证/授权/计费功能正常运行（略） 

(2) 创建 VLAN 并将端口加入对应 VLAN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vlan 1 

[Device-vlan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vlan1] quit 

[Device] vlan 10 

[Device-vlan10]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vlan10] quit 

[Device] vlan 2 

[Device-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vlan2] quit 

[Device] vlan 5 

[Device-vlan5] port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vlan5] quit 

(3)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 RADIUS 方案 2000 并进入其视图。 
[Device] radius scheme 2000 

# 配置主认证/计费 RADIUS 服务器及其共享密钥。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1 1812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ccounting 10.11.1.1 1813 

[Device-radius-2000]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abc 

[Device-radius-2000] key accounting simple abc 

#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域名。 
[Device-radius-2000]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radius-2000] quit 

(4) 配置 ISP 域 

# 创建域 bbb 并进入其视图。 
[Device] domain bbb 

# 配置 802.1X 用户使用 RADIUS 方案 2000 进行认证、授权、计费。 
[Device-isp-bbb]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ccounting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quit 

(5) 配置 802.1X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的 802.1X。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dot1x 

# 配置端口的 802.1X 接入控制的方式为 Port-base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dot1x port-method portbased 

# 配置端口的 802.1X 授权状态为 auto。（此配置可选，端口的授权状态缺省为 auto）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dot1x port-control auto 

# 配置端口的 802.1X Guest VLAN 为 VLA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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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dot1x guest-vlan 10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开启全局 802.1X。 
[Device] dot1x 

(6) 配置 802.1X 客户端，并保证接入端口加入 Guest VLAN 或授权 VLAN 之后，802.1X 客户端

能够及时更新 IP 地址，以实现与相应网络资源的互通（略） 

4. 验证配置结果 

可以通过命令 display dot1x interface 查看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 Guest VLAN 的配

置情况。 

在端口上配置完 Guest VLAN，则该端口会被立即加入其所属的 Guest VLAN，通过命令 display 

vlan 10 可以查看到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了配置的 Guest VLAN（VLAN 10）。 

在 用 户 认 证 成 功 之 后 ， 通 过 命 令 display interface 可 以 看 到 用 户 接 入 的 端 口

GigabitEthernet1/0/2 加入了认证服务器下发的 VLAN 5 中。 

2.29.3  802.1X支持ACL下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通过 Device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入网络，Device 对该端口接入的用户进行 802.1X
认证以控制其访问 Internet，具体要求如下： 

• 使用 RADIUS 服务器 10.1.1.1/24 作为认证/授权服务器，RADIUS 服务器 10.1.1.2/24 作为计

费服务器； 

• 通过认证服务器下发 ACL，禁止上线的 802.1X 用户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8:00～18:00）访

问 IP 地址为 10.0.0.1/24 的 FTP 服务器。 

2. 组网图 

图2-3 802.1X 支持 ACL 下发典型组网图 

 
 

Internet

DeviceHost
192.168.1.10/24

GE1/0/1
Vlan-int2

192.168.1.1/24
FTP server
10.0.0.1/24

GE1/0/2

GE1/0/3

RADIUS server cluster
Auth: 10.1.1.1
Acct: 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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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下述配置步骤中包含了若干 AAA/RADIUS 协议的配置命令，关于这些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安

全命令参考”中的“AAA”。 

 

(1) 配置 RADIUS 服务器，添加用户帐户，指定要授权下发的 ACL（本例中为 ACL 3000），并

保证用户的认证/授权/计费功能正常运行（略） 

(2)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3) 配置 RADIUS 方案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radius scheme 2000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1812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ccounting 10.1.1.2 1813 

[Device-radius-2000]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abc 

[Device-radius-2000] key accounting simple abc 

[Device-radius-2000]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radius-2000] quit 

(4)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Device] domain bbb 

[Device-isp-bbb]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ccounting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quit 

(5) 配置名为 ftp 的时间段，其时间范围为每周工作日的 8 点到 18 点 
[Device] time-range ftp 8:00 to 18:00 working-day 

(6) 配置 ACL 3000，拒绝用户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内访问 FTP 服务器 10.0.0.1 的报文通过 
[Device] acl advanced 3000 

[Device-acl-ipv4-adv-3000] rule 0 deny ip destination 10.0.0.1 0 time-range ftp 

[Device-acl-ipv4-adv-3000] quit 

(7) 配置 802.1X 

# 开启全局 802.1X。 
[Device] dot1x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802.1X。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8) 配置 802.1X 客户端，并保证接入端口加入 Guest VLAN 或授权 VLAN 之后客户端能够及时更

新 IP 地址，以实现与相应网络资源的互通（略） 

4. 验证配置 

当用户认证成功上线后，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 Ping FTP 服务器。 
C:\>ping 10.0.0.1 

 

Pinging 10.0.0.1 with 32 bytes 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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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Ping statistics for 10.0.0.1: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0, Lost = 4 (100% loss), 

由以上过程可知，用户无法 ping 通 FTP 服务器，说明认证服务器下发的 ACL 已对该用户生效。 

2.29.4  802.1X支持EAD快速部署典型配置举例（DHCP中继组网） 

1. 组网需求 

某公司用户主机通过 Device 接入 Internet，并通过 DHCP 服务器动态获取 IP 地址。目前，公司部

署 EAD 解决方案，要求所有用户主机通过 802.1X 认证上网，因此需要所有主机上安装配套的

802.1X 客户端。由于网络中的用户主机数量较大，为减轻网络管理员安装以及升级 802.1X 客户端

的工作量，在 192.168.2.0/24 网段部署一台 Web 服务器专门提供客户端软件下载。具体要求如下： 

• 未进行 802.1X 认证或者 802.1X 认证失败的用户，只能访问 192.168.2.0/24 网段，并可通过

该网段内的 DHCP 服务器动态获取 192.168.1.0/24 网段的 IP 地址。 

• 未进行 802.1X 认证或者 802.1X 认证失败的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非 192.168.2.0/24 网段的外

部网络时，用户访问的页面均会被 Device 重定向至管理员预设的 Web 服务器页面，该 Web
服务器页面将提示用户进行 802.1X 客户端的下载。 

• 用户成功通过 802.1X 认证之后，可正常访问网络。 

2. 组网图 

图2-4 802.1X 支持 EAD 快速部署典型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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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完成各服务器的配置 

# 配置 DHCP 服务器，保证用户可成功获取 192.168.1.0/24 网段的 IP 地址（略）。 

# 配置 Web 服务器，保证用户可成功登录预置的 Web 页面进行 802.1X 客户端的下载（略）。 

# 配置认证服务器，保证用户的认证/授权/计费功能正常运行（略）。 

(2)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3) 配置 DHCP 中继 

# 使能 DHCP 服务。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dhcp enable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2 工作在 DHCP 中继模式。 
[Devic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Device-Vlan-interface2] dhcp select relay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2 对应 DHCP 服务器组 1。 
[Device-Vlan-interface2]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192.168.2.2 

[Device-Vlan-interface2] quit 

(4) 配置 RADIUS 方案和 ISP 域 

# 配置 RADIUS 方案。 
[Device] radius scheme 2000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1812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ccounting 10.1.1.2 1813 

[Device-radius-2000]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abc 

[Device-radius-2000] key accounting simple abc 

[Device-radius-2000]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radius-2000] quit 

#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Device] domain bbb 

[Device-isp-bbb]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ccounting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quit 

(5) 配置 802.1X 

# 配置 Free IP。 
[Device] dot1x ead-assistant free-ip 192.168.2.0 24 

# 配置 IE 访问的重定向 URL。 
[Device] dot1x ead-assistant url http://192.168.2.3 

# 全局使能 EAD 快速部署功能。 
[Device] dot1x ead-assistant enable 

# 开启全局 802.1X。 
[Device] dot1x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802.1X。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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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结果 

以上配置完成之后，执行命令 display dot1x 可以查看 802.1X 的配置情况。用户主机成功获得

DHCP服务器分配的 IP地址之后，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主机上执行ping Free IP中的地址，

可验证在 802.1X 认证成功之前是否可以访问免认证网段 192.168.2.0/24。 
C:\>ping 192.168.2.3 

 

Pinging 192.168.2.3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ply from 192.168.2.3: bytes=32 time<1ms TTL=128 

Reply from 192.168.2.3: bytes=32 time<1ms TTL=128 

Reply from 192.168.2.3: bytes=32 time<1ms TTL=128 

Reply from 192.168.2.3: bytes=32 time<1ms TTL=128 

 

Ping statistics for 192.168.2.3: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4, Lost = 0 (0% loss), 

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seconds: 

    Minimum = 0ms, Maximum = 0ms, Average = 0ms 

用户在 802.1X 认证成功之前，通过浏览器访问任何非 Free IP 的外部网站地址时，都会被重定向到

Web server 页面，此页面提供 802.1X 客户端的下载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地址栏内输入的地址应

该为非 Free IP 地址才有效，例如 3.3.3.3 或者 http://3.3.3.3。 

2.29.5  802.1X支持EAD快速部署典型配置举例（DHCP服务器组网） 

1. 组网需求 

某公司用户主机通过 Device 接入 Internet，并通过 DHCP 服务器动态获取 IP 地址。目前，公司部

署 EAD 解决方案，要求所有用户主机通过 802.1X 认证上网，因此需要所有主机上安装配套的

802.1X 客户端。由于网络中的用户主机数量较大，为减轻网络管理员安装以及升级 802.1X 客户端

的工作量，在 192.168.2.0/24 网段部署一台 Web 服务器专门提供客户端软件下载。具体要求如下： 

• 未进行 802.1X 认证或者 802.1X 认证失败的用户，只能访问 192.168.2.0/24 网段。 

• 未进行 802.1X 认证或者 802.1X 认证失败的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非 192.168.2.0/24 网段的外

部网络时，用户访问的页面均会被 Device 重定向至管理员预设的 Web 服务器页面，该 Web
服务器页面将提示用户进行 802.1X 客户端的下载。 

• 用户成功通过 802.1X 认证之后，可正常访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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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2-5 802.1X 支持 EAD 快速部署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Web 服务器，保证用户可成功登录预置的 Web 页面进行 802.1X 客户端的下载（略） 

(2) 配置认证服务器，保证用户的认证/授权/计费功能正常运行（略） 

(3)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4) 配置 DHCP 服务器 

# 使能 DHCP 服务。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dhcp enable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2 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Device]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Device-Vlan-interface2] dhcp select server 

[Device-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DHCP 地址池 0 的属性：地址池动态分配的网段为 192.168.1.0/24、网关地址为

192.168.1.1。 
[Device] dhcp server ip-pool 0 

[Device-dhcp-pool-0] network 192.168.1.0 mask 255.255.255.0 

[Device-dhcp-pool-0] gateway-list 192.168.1.1 

[Device-dhcp-pool-0] quit 

(5) 配置 RADIUS 方案和 ISP 域 

# 配置 RADIUS 方案。 
[Device] radius scheme 2000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1812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ccounting 10.1.1.2 1813 

[Device-radius-2000]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abc 



 

2-29 

[Device-radius-2000] key accounting simple abc 

[Device-radius-2000]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radius-2000] quit 

#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Device] domain bbb 

[Device-isp-bbb]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ccounting lan-access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quit 

(6) 配置 802.1X 

# 配置 Free IP。 
[Device] dot1x ead-assistant free-ip 192.168.2.0 24 

# 配置 IE 访问的重定向 URL。 
[Device] dot1x ead-assistant url http://192.168.2.3 

# 开启 EAD 快速部署辅助功能。 
[Device] dot1x ead-assistant enable  

# 开启全局 802.1X。 
[Device] dot1x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802.1X。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4. 验证配置 

以上配置完成之后，执行命令 display dot1x 可以查看 802.1X 的配置情况。用户主机成功获得

DHCP服务器分配的 IP地址之后，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主机上执行ping Free IP中的地址，

可验证在 802.1X 认证成功之前是否可以访问免认证网段 192.168.2.0/24。 
C:\>ping 192.168.2.3 

 

Pinging 192.168.2.3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ply from 192.168.2.3: bytes=32 time<1ms TTL=128 

Reply from 192.168.2.3: bytes=32 time<1ms TTL=128 

Reply from 192.168.2.3: bytes=32 time<1ms TTL=128 

Reply from 192.168.2.3: bytes=32 time<1ms TTL=128 

 

Ping statistics for 192.168.2.3: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4, Lost = 0 (0% loss), 

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seconds: 

    Minimum = 0ms, Maximum = 0ms, Average = 0ms 

用户在 802.1X 认证成功之前，通过浏览器访问任何非 Free IP 的外部网站地址时，都会被重定向到

Web server 页面，此页面提供 802.1X 客户端的下载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地址栏内输入的地址应

该为非 Free IP 地址才有效，例如 3.3.3.3 或者 http://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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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802.1X常见故障处理 

2.30.1  用户通过浏览器访问外部网络不能正确重定向 

1. 故障现象 

用户在浏览器中输入地址，但该 HTTP 访问不能被正确重定向到指定的 URL 服务器。 

2. 故障分析 

• 用户在浏览器地址栏内输入了字符串类型的地址。由于用户主机使用的操作系统首先会将这个

字符串地址作为名字进行网络地址解析，如果解析不成功通常会以非 X.X.X.X 形式的网络地址

发送 ARP 请求，这样的请求不能进行重定向； 

• 用户在 IE 地址栏内输入了 Free IP 内的任意地址。设备会认为用户试图访问 Free IP 内的某台

主机，而不对其进行重定向，即使这台主机不存在； 

• 用户在配置和组网时没有将服务器加入 Free IP，或者配置的 URL 为不存在的地址，或者该

URL 指向的服务器没有提供 Web 服务。 

3. 处理过程 

• 地址栏内输入的地址应该为 X.X.X.X（点分十进制格式）的非 Free IP 地址才有效。 

• 确保设备及服务器上的配置正确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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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C地址认证 

1.1  MAC地址认证简介 

MAC 地址认证是一种基于端口和 MAC 地址对用户的网络访问权限进行控制的认证方法，无需安装

客户端软件。设备在启动了 MAC 地址认证的端口上首次检测到用户的 MAC 地址以后，启动对该用

户的认证操作。认证过程中，不需要用户手动输入用户名或密码。若该用户认证成功，则允许其通

过端口访问网络资源，否则该用户的 MAC 地址就被设置为静默 MAC。在静默时间内，来自此 MAC
地址的用户报文到达时，设备直接做丢弃处理，以防止非法 MAC 短时间内的重复认证。 

1.1.1  MAC地址认证用户的帐号格式 

MAC 地址认证用户使用的帐号格式分为两种： 

• MAC地址帐号：设备使用源MAC地址作为用户认证时的用户名和密码，如 图 1-1 所示。 

• 固定用户名帐号：所有MAC地址认证用户均使用设备上指定的一个固定用户名和密码替代用

户的MAC地址作为身份信息进行认证，如 图 1-2 所示。由于同一个端口下可以有多个用户进

行认证，因此这种情况下端口上的所有MAC地址认证用户均使用同一个固定用户名进行认证，

服务器端仅需要配置一个用户帐户即可满足所有认证用户的认证需求，适用于接入客户端比较

可信的网络环境。 

图1-1 MAC 地址帐号的 MAC 地址认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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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固定用户名帐号的 MAC 地址认证示意图 

 

 

1.1.2  MAC地址认证的认证方式 

目前设备支持两种方式的 MAC 地址认证，通过 RADIUS（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服务器进行远程认证和在接入设备上进行本地认证。有关远程

RADIUS 认证和本地认证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1. RADIUS服务器认证方式进行MAC地址认证 

当选用 RADIUS 服务器认证方式进行 MAC 地址认证时，设备作为 RADIUS 客户端，与 RADIUS
服务器配合完成 MAC 地址认证操作： 

• 若采用 MAC 地址帐号，则设备将检测到的用户 MAC 地址作为用户名和密码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进行验证。 

• 若采用固定用户名帐号，则设备将一个已经在本地指定的 MAC 地址认证用户使用的固定用户

名和对应的密码作为待认证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进行验证。 

RADIUS 服务器完成对该用户的认证后，认证通过的用户可以访问网络。 

2. 本地认证方式进行MAC地址认证 

当选用本地认证方式进行 MAC 地址认证时，直接在设备上完成对用户的认证。需要在设备上配置

本地用户名和密码： 

• 若采用 MAC 地址帐号，则设备将检测到的用户 MAC 地址作为待认证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与

配置的本地用户名和密码进行匹配。 

• 若采用固定用户名帐号，则设备将一个已经在本地指定的 MAC 地址认证用户使用的固定用户

名和对应的密码作为待认证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与配置的本地用户名和密码进行匹配。 

用户名和密码匹配成功后，用户可以访问网络。 

1.1.3  MAC地址认证支持VLAN下发 

1. 授权VLAN 

为了将受限的网络资源与未认证用户隔离，通常将受限的网络资源和未认证的用户划分到不同的

VLAN。MAC 地址认证支持远程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下发授权 VLAN，即当用户通过 MAC 地址认

证后，远程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将指定的受限网络资源所在的 VLAN 作为授权 VLAN 下发到用户

进行认证的端口。该端口被加入到授权 VLAN 中后，用户便可以访问这些受限的网络资源。 

Fixed account
Username：abc
Password：123

Username/Password
（abc/123）

Local user account
abc

User account

RADIUS user account
abc

Device

RADIUS serverHost
MAC: 2-2-2

Host
MAC: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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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远程AAA授权 

该方式下，需要在 AAA 服务器上指定下发给用户的授权 VLAN 信息，下发的授权 VLAN 信息可以

有多种形式，包括数字型 VLAN 和字符型 VLAN，字符型 VLAN 又可分为 VLAN 名称、VLAN 组名、

携带后缀的 VLAN ID（后缀只能为字母 u 或 t，用于标识是否携带 Tag）。 

设备收到服务器的授权 VLAN 信息后，首先对其进行解析，只要解析成功，即以对应的方法下发授

权 VLAN；如果解析不成功，则用户授权失败。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授权VLAN信息为一个VLAN ID或一个 VLAN名称，则仅当对应的VLAN
不为动态学习到的 VLAN、保留 VLAN 和 Private VLAN 时，该 VLAN 才是有效的授权 VLAN。

当认证服务器下发 VLAN 名称时，对应的 VLAN 必须为已存在的 VLAN。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授权 VLAN 信息为一个 VLAN 组名，则设备首先会通过组名查找该组内

配置的 VLAN 列表。若查找到授权 VLAN 列表，则在这一组 VLAN 中，除动态 VLAN、Private 
VLAN 以及不存在的 VLAN 的所有 VLAN 都有资格被授权给用户。关于 VLAN 组的相关配置，

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VLAN”。 

 当端口链路类型为 Hybrid，且使能了 MAC VLAN 功能时，若端口上已有其他用户，则将

选择该组 VLAN 中在线用户 少的一个 VLAN 作为当前认证用户的授权 VLAN（若在线用

户 小的 VLAN 有多个，则选择 VLAN ID 小者）。 

 当端口链路类型为 Hybrid，但未使能 MAC VLAN 功能或端口链路类型为 access 或 trunk
时： 

− 若端口上已有其他在线用户，则查看端口上在线用户的授权 VLAN 是否存在于该组中：

存在，则将此 VLAN 授权给当前的认证用户；否则，认为当前认证用户授权失败，将被

强制下线。 

− 若当前用户为端口上第一个在线用户，则直接将该组 VLAN 中 ID 小的 VLAN 授权给

当前的认证用户。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授权VLAN信息为一个包含若干VLAN ID以及若干VLAN名称的字符串，

则设备首先将其解析为一组 VLAN 列表，然后采用与解析一个 VLAN 组名相同的解析逻辑选

择一个授权 VLAN。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授权 VLAN 信息为一个包含若干个“VLAN ID+后缀”形式的字符串，则

只有第一个不携带后缀或者携带 untagged 后缀的 VLAN 将被解析为唯一的 untagged 的授权

VLAN，其余 VLAN 都被解析为 tagged 的授权 VLAN。例如服务器下发字符串“1u 2t 3”，其

中的u和 t均为后缀，分别表示untagged和 tagged。该字符串被解析之后，VLAN 1为untagged
的授权 VLAN，VLAN 2 和 VLAN 3 为 tagged 的授权 VLAN。该方式下发的授权 VLAN 仅对端

口链路类型为 Hybrid 或 Trunk 的端口有效。 

 端口的缺省VLAN将被修改为untagged的授权VLAN。若不存在untagged的授权VLAN，

则不修改端口的缺省 VLAN。 

 端口将允许所有解析成功的授权 VLAN 通过。 

3. 本地AAA授权 

该方式下，可以通过配置本地用户的授权属性指定下发给用户的授权 VLAN 信息，且只能指定一个

授权 VLAN。设备将此 VLAN 作为该本地用户的授权 VLAN。关于本地用户的相关配置，请参见“安

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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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类型的端口加入授权VLAN 

设备根据用户接入的端口链路类型和授权的 VLAN 是否携带 Tag，按如下情况将端口加入到下发的

授权 VLAN 中。需要注意的是，仅远程 AAA 服务器支持授权携带 Tag 的 VLAN。 

授权 VLAN 未携带 Tag 的情况下： 

• 若用户从 Access 类型的端口接入，则端口离开当前 VLAN 并加入第一个通过认证的用户的授

权 VLAN 中。 

• 若用户从 Trunk 类型的端口接入，则设备允许下发的授权 VLAN 通过该端口，并且修改该端

口的缺省 VLAN 为第一个通过认证的用户的授权 VLAN。 

• 若用户从 Hybrid 类型的端口接入，则设备允许授权下发的授权 VLAN 以不携带 Tag 的方式通

过该端口，并且修改该端口的缺省 VLAN 为第一个通过认证的用户的授权 VLAN。需要注意的

是，若该端口上使能了MAC VLAN功能，则设备将根据认证服务器/接入设备下发的授权VLAN
动态地创建基于用户 MAC 地址的 VLAN，而端口的缺省 VLAN 并不改变。 

授权 VLAN 携带 Tag 的情况下： 

• 若用户从 Access 类型的端口接入，则不支持下发带 Tag 的 VLAN。 

• 若用户从 Trunk 类型的端口接入，则设备允许授权下发的 VLAN 以携带 Tag 的方式通过该端

口，但是不会修改该端口的缺省 VLAN。 

• 若用户从 Hybrid 类型的端口接入，则设备允许授权下发的 VLAN 以携带 Tag 的方式通过该端

口，但是不会修改该端口的缺省 VLAN。 

 

• 对于 Hybrid 端口，如果认证用户的报文携带 VLAN Tag，则应通过 port hybrid vlan 命令

配置该端口在转发指定的VLAN报文时携带VLAN Tag；如果认证用户的报文不携带VLAN Tag，
则应配置该端口在转发指定的 VLAN 报文时不携带 VLAN Tag。否则，当服务器没有授权下发

VLAN 时，用户虽然可以通过认证但不能访问网络。 

• 在授权 VLAN 未携带 Tag 的情况下，只有开启了 MAC VLAN 功能的端口上才允许给不同的用

户 MAC 授权不同的 VLAN。如果没有开启 MAC VLAN 功能，授权给所有用户的 VLAN 必须相

同，否则仅第一个通过认证的用户可以成功上线。 

• 在授权 VLAN 携带 Tag 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开启了 MAC VLAN 功能，设备都会给不同的用户

授权不同的 VLAN。 

 

5. Guest VLAN 

MAC 地址认证的 Guest VLAN 功能允许用户在认证失败的情况下访问某一特定 VLAN 中的资源，

比如获取客户端软件，升级客户端或执行其他一些用户升级程序。这个 VLAN 称之为 Guest VLAN。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认证失败是认证服务器因某种原因明确拒绝用户认证通过，比如用户密码错

误，而不是认证超时或网络连接等原因造成的认证失败。 

如果接入用户的端口上配置了 Guest VLAN，则该端口上认证失败的用户会被加入 Guest VLAN，

且设备允许 Guest VLAN 以不携带 Tag 的方式通过该端口，即该用户被授权访问 Guest VLAN 里的

资源。用户被加入 Guest VLAN 之后，设备将以指定的时间间隔对该用户发起重新认证，若 Guest 
VLAN 中的用户再次发起认证未成功，则该用户将仍然处于 Guest VLAN 内；若认证成功，则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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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是否下发授权 VLAN 决定是否将用户加入到下发的授权 VLAN 中，在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未下发授权 VLAN 的情况下，用户回到缺省 VLAN 中。 

6. Critical VLAN 

MAC 地址认证 Critical VLAN 功能允许用户在所有认证服务器都不可达的情况下访问某一特定

VLAN 中的资源，这个 VLAN 称之为 Critical VLAN。在端口上配置 Critical VLAN 后，若该端口上

有用户认证时，所有认证服务器都不可达，则端口将允许 Critical VLAN 通过，用户将被授权访问

Critical VLAN 里的资源。已经加入 Critical VLAN 的端口上有用户发起认证时，如果所有认证服务

器不可达，则端口仍然在Critical VLAN内；如果服务器可达且认证失败，且端口配置了Guest VLAN，

则该端口将会加入 Guest VLAN，否则回到缺省 VLAN 中；如果服务器可达且认证成功，则会根据

AAA 服务器是否下发授权 VLAN 决定是否将用户加入到下发的授权 VLAN 中，在 AAA 服务器未下

发授权 VLAN 的情况下，用户回到缺省 VLAN 中。 

7. Critical Voice Vlan 

MAC 地址认证的 Critical Voice VLAN 功能允许语音用户进行 MAC 地址认证时，若采用的 ISP 域中

的所有认证服务器都不可达，则访问端口上已配置的 Voice VLAN 中的资源，这个 VLAN 也被称为

MAC 地址认证的 Critical Voice VLAN。已经加入 Critical Voice VLAN 的端口上有用户发起认证时，

如果所有认证服务器不可达，则端口仍然在 Critical Voice VLAN 内；如果服务器可达且认证失败，

且端口配置了 Guest VLAN，则该端口将会加入 Guest VLAN，否则回到缺省 VLAN 中；如果服务

器可达且认证成功，则会根据 AAA 服务器是否下发授权 VLAN 决定是否将用户加入到下发的授权

VLAN 中，在 AAA 服务器未下发授权 VLAN 的情况下，用户回到缺省 VLAN 中。 

1.1.4  MAC地址认证支持ACL下发 

由远程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下发给用户的 ACL 被称为授权 ACL，它为用户访问网络提供了良好的

过滤条件设置功能。当用户通过 MAC 地址认证后，如果远程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上为用户指定

了授权 ACL，则设备会根据下发的授权 ACL 对用户所在端口的数据流进行控制，仅禁止 ACL 规则

中 deny 的数据流通过该端口。为使下发的授权 ACL 生效，需要提前在设备上配置相应的 ACL 规

则。而且在用户访问网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改变远程 AAA 服务器/设备本地的授权 ACL 设置来改

变用户的访问权限。 

 

MAC 地址认证可成功授权的 ACL 类型为基本 ACL（ACL 编号为 2000～2999）、高级 ACL（ACL
编号为 3000～3999）和二层 ACL（ACL 编号为 4000～4999）。但当下发的 ACL 不存在、未配置

ACL 规则或 ACL 规则配置了 counting、established、fragment、source-mac 或 logging 参数时，

授权 ACL 不生效。有关 ACL 规则的具体介绍，请参见“ACL 和 QoS 命令参考”中的“ACL”。 

 

1.1.5  MAC地址认证支持User Profile下发 

从认证服务器（远程或本地）下发的 User Profile 被称为授权 User Profile，它为用户访问网络提供

了良好的过滤条件设置功能。MAC 地址认证支持认证服务器授权下发 User Profile 功能，即当用户

通过 MAC 地址认证后，如果认证服务器上配置了授权 User Profile，则设备会根据服务器下发的授

权 User Profile 对用户所在端口的数据流进行控制。为使下发的授权 User Profile 生效，需要提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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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上配置相应的 User Profile。而且在用户访问网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改变服务器的授权 User 
Profile 名称或者设备对应的 User Profile 配置来改变用户的访问权限。 

1.1.6  MAC地址认证支持URL重定向功能 

用户通过 MAC 地址认证后，设备会根据 RADIUS 服务器下发的重定向 URL 属性，将用户的 HTTP
或 HTTPS 请求重定向到指定的 Web 认证页面。Web 认证通过后，RADIUS 服务器记录用户的 MAC
地址信息，并通过 DM 报文强制 Web 用户下线。此后该用户再次进行 MAC 地址认证，由于 RADIUS
服务器上已记录该用户和其 MAC 地址的对应信息，用户可以成功上线。 

 

若需要对 MAC 地址认证用户的 HTTPS 请求进行重定向，需要在设备上配置对 HTTPS 报文进行重

定向的内部侦听端口号，具体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HTTP 重定向”。 

 

1.1.7  MAC地址重认证 

MAC 地址重认证是指设备周期性对端口上在线的 MAC 地址认证用户发起重认证，以检测用户连接

状态的变化、确保用户的正常在线，并及时更新服务器下发的授权属性（例如 ACL、VLAN 等）。 

认证服务器可以通过下发 RADIUS 属性（session-timeout、Termination-action）来指定用户会话超

时时长以及会话中止的动作类型。认证服务器上如何下发以上 RADIUS 属性的具体配置以及是否可

以下发重认证周期的情况与服务器类型有关，请参考具体的认证服务器实现。 

设备作为 RADIUS DAE 服务器，认证服务器作为 RADIUS DAE 客户端时，后者可以通过 COA
（Change of Authorization）Messages 向用户下发重认证属性，这种情况下，无论设备上是否开

启了周期性重认证功能，端口都会立即对该用户发起重认证。关于 RADIUS DAE 服务器的详细内

容，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MAC 地址认证用户认证通过后，端口对用户的重认证功能具体实现如下： 

• 当认证服务器下发了用户会话超时时长，且指定的会话中止的动作类型为要求用户进行重认证

时，则无论设备上是否开启周期性重认证功能，端口均会在用户会话超时时长到达后对该用户

进行重认证； 

• 当认证服务器下发了用户会话超时时长，且指定的会话中止的动作类型为要求用户下线时： 

 若设备上开启了周期性重认证功能，且设备上配置的重认证定时器值小于用户会话超时时

长，则端口会以重认证定时器的值为周期向该端口在线 MAC 地址认证用户发起重认证；

若设备上配置的重认证定时器值大于等于用户会话超时时长，则端口会在用户会话超时时

长到达后强制该用户下线； 

 若设备上未开启周期性重认证功能，则端口会在用户会话超时时长到达后强制该用户下线。 

• 当认证服务器未下发用户会话超时时长时，是否对用户进行重认证，由设备上配置的重认证功

能决定。 

• 对于已在线的 MAC 地址认证用户，要等当前重认证周期结束并且认证通过后才会按新配置的

周期进行后续的重认证。 

• MAC 地址重认证过程中，重认证服务器不可达时端口上的 MAC 地址认证用户状态由端口上

的配置决定。在网络连通状况短时间内不良的情况下，合法用户是否会因为服务器不可达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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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下线，需要结合实际的网络状态来调整。若配置为保持用户在线，当服务器在短时间内恢

复可达，则可以避免用户频繁上下线；若配置为强制下线，当服务器可达性在短时间内不可恢

复，则可避免用户在线状态长时间与实际不符。 

• 在用户名不改变的情况下，端口允许重认证前后服务器向该用户下发不同的 VLAN。 

1.2  MAC地址认证配置限制和指导 

• 当端口上配置的 MAC 地址认证的 Guest VLAN、Critical VLAN 中存在用户时，不允许切换该

端口的链路类型。 

• 仅支持在二层以太网接口上配置 MAC 地址认证功能，且不支持在二层聚合组的成员端口上开

启 MAC 地址认证功能。 

• 若配置的静态 MAC 或者当前认证通过的 MAC 地址与静默 MAC 相同，则 MAC 地址认证失败

后的 MAC 静默功能将会失效。 

1.3  MAC地址认证配置任务简介 

MAC 地址认证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MAC地址认证 

(2) 配置 MAC 地址认证基本功能 

 指定MAC地址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配置MAC地址认证用户的帐号格式 

 （可选）配置MAC地址认证定时器 

(3) （可选）配置 MAC 地址认证授权 VLAN 功能 

 配置MAC地址认证的Guest VLAN 

 配置MAC地址认证的Critical VLAN 

 配置MAC地址认证的Critical Voice VLAN 

(4) （可选）配置 MAC 地址认证其它功能 

 开启端口的MAC地址认证下线检测功能 

 配置端口上 多允许同时接入的MAC地址认证用户数 

 配置端口工作在MAC地址认证的多VLAN模式 

允许用户在相同端口的不同 VLAN 间迁移时无须重认证。 

 配置MAC地址认证延迟功能 

 配置MAC地址认证的重认证 

 配置MAC地址认证请求中携带用户IP地址 

 配置端口MAC地址认证和 802.1X认证并行处理功能 

 配置MAC地址认证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 

1.4  MAC地址认证配置准备 

• 配置 MAC 地址认证之前，请保证端口安全功能关闭，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

“端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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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MAC 地址认证之前，需完成配置 ISP 域和认证方式，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

中的“AAA”。 

 若采用本地认证方式，还需创建本地用户并设置其密码，且本地用户的服务类型应设置为

lan-access。 

 若采用远程 RADIUS 认证方式，需要确保设备与 RADIUS 服务器之间的路由可达，并添加

MAC 地址认证用户帐号。 

1.5  开启MAC地址认证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全局和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均开启后，MAC 地址认证配置才能在端口上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全局 MAC 地址认证。 
mac-authentication 

缺省情况下，全局的 MAC 地址认证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端口 MAC 地址认证。 
mac-authentication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处于关闭状态。 

1.6  指定MAC地址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1. 功能简介 

为了便于接入设备的管理员更为灵活地部署用户的接入策略，设备支持指定 MAC 地址认证用户使

用的认证域，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配置实现： 

• 在系统视图下指定一个认证域，该认证域对所有开启了 MAC 地址认证的端口生效。 

• 在接口视图下指定该端口的认证域，不同的端口可以指定不同的认证域。 

端口上接入的 MAC 地址认证用户将按照如下顺序选择认证域：端口上指定的认证域 > 系统视图下

指定的认证域 > 系统缺省的认证域。关于认证域的相关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 MAC 地址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配置全局 MAC 地址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mac-authentication domain domain-name 

 配置接口上 MAC 地址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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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mac-authentication domain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MAC 地址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使用系统缺省的认证域。 

1.7  配置MAC地址认证用户的帐号格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MAC 地址认证用户的帐号格式。 

 配置 MAC 地址帐号。 
mac-authentication user-name-format mac-address [ { with-hyphen | 
without-hyphen } [ lowercase | uppercase ] ] 

 配置固定用户名帐号。 
mac-authentication user-name-format fixed [ account name ] [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缺省情况下，使用用户的 MAC 地址作为用户名与密码，其中字母为小写，且不带连字符“-” 

1.8  配置MAC地址认证定时器 

1. 功能简介 

可配置的 MAC 地址认证定时器包括以下几种： 

• 下线检测定时器（offline-detect）：用来设置用户空闲超时的时间间隔。若设备在一个下

线检测定时器间隔之内，没有收到某在线用户的报文，将切断该用户的连接，同时通知 RADIUS
服务器停止对其计费。配置 offline-detect时，需要将 MAC 地址老化时间配成相同时间，

否则会导致用户异常下线。 

• 静默定时器（quiet）：用来设置用户认证失败以后，设备停止对其提供认证服务的时间间隔。

在静默期间，设备不对来自认证失败用户的报文进行认证处理，直接丢弃。静默期后，如果设

备再次收到该用户的报文，则依然可以对其进行认证处理。 

• 服务器超时定时器（server-timeout）：用来设置设备同 RADIUS 服务器的连接超时时间。

在用户的认证过程中，如果到服务器超时定时器超时时设备一直没有收到 RADIUS 服务器的

应答，则 MAC 地址认证失败。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将 server-timeout的值设定为小于或等于设备发送RADIUS报文的 大尝试次数（retry）

与 RADIUS 服务器响应超时时间（timer response-timeout）之积。如果 server-timeout

的值大于 retry 与 timer response-timeout 之积，则可能在 server-timeout 设定的服务

器超时时间到达前，用户被强制下线。 

关于发送 RADIUS 报文的 大尝试次数、RADIUS 服务器响应超时时间的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

置指导”中的“AAA”。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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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配置 MAC 地址认证定时器。 
mac-authentication timer { offline-detect offline-detect-value | quiet 
quiet-value | server-timeout server-timeout-value } 

缺省情况下，下线检测定时器为 300 秒，静默定时器为 60 秒，服务器超时定时器取值为 100
秒。 

1.9  配置MAC地址认证的Guest 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端口上生成的 MAC 地址认证 Guest VLAN 表项会覆盖已生成的阻塞 MAC 表项。开启了端口

安全入侵检测的端口关闭功能时，若端口因检测到非法报文被关闭，则 MAC地址认证的 Guest 
VLAN 功能不生效。关于阻塞 MAC 表项和端口的入侵检测功能的具体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

指导”中的“端口安全”。 

• MAC 地址认证 Guest VLAN 功能的优先级高于 MAC 地址认证的静默 MAC 功能，即认证失败

的用户可访问指定的 Guest VLAN 中的资源，且该用户的 MAC 地址不会被加入静默 MAC。 

2. 配置准备 

配置 MAC 地址认证的 Guest VLAN 之前，需要进行以下配置准备，具体配置方法可参见“二层技

术-以太网交换”中的“VLAN 配置”： 

• 创建需要配置为 Guest VLAN 的 VLAN。 

• 配置端口类型为 Hybrid，并建议将指定的 Guest VLAN 修改为不携带 Tag 的方式。 

• 通过 mac-vlan enable 命令开启端口上的 MAC VLAN 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 Guest VLAN。 
mac-authentication guest-vlan guest-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MAC 地址认证的 Guest VLAN。 

不同的端口可以指定不同的 MAC 地址认证 Guest VLAN，一个端口 多只能指定一个 MAC
地址认证 Guest VLAN。 

(4) 配置设备对 MAC 地址认证 Guest VLAN 中的用户进行重新认证的时间间隔。 
mac-authentication guest-vlan auth-period period-value 

缺省情况下，设备对 Guest VLAN 中的用户进行重新认证的时间间隔为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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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配置MAC地址认证的Critical 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端口上生成的 MAC 地址认证 Critical VLAN 表项会覆盖已生成的阻塞 MAC 表项。开启了端口

安全入侵检测的端口关闭功能时，MAC 地址认证的 Critical VLAN 功能不生效。关于阻塞 MAC
表项和端口的入侵检测功能的具体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端口安全”。 

• 当端口上的用户加入指定的 Critical VLAN 后，该用户的 MAC 地址不会被加入静默 MAC。 

2. 配置准备 

配置 MAC 地址认证的 Critical VLAN 之前，需要进行以下配置准备： 

• 创建需要配置为 Critical VLAN 的 VLAN。 

• 配置端口类型为 Hybrid，且建议将指定的 Critical VLAN 修改为不携带 Tag 的方式。 

• 通过 mac-vlan enable 命令开启端口上的 MAC VLAN 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 Critical VLAN。 
mac-authentication critical vlan critical-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MAC 认证的 Critical VLAN。 

不同的端口可以指定不同的 MAC 地址认证 Critical VLAN，一个端口 多只能指定一个 MAC
地址认证 Critical VLAN。 

1.11  配置MAC地址认证的Critical Voice VLAN 

1. 配置准备 

配置 MAC 地址认证 Critical Voice VLAN 之前，需要进行以下配置准备： 

• 全局和端口的 LLDP（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链路层发现协议）已经开启，设备通过

LLDP 来判断用户是否为语音用户。有关 LLDP 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

换配置指导”中的“LLDP”。 

• 端口的语音 VLAN 功能已经开启。有关语音 VLAN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

配置指导”中的“VLAN”。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指定端口的 Critical VLAN。 
mac-authentication critical-voice-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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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端口下 MAC 地址认证的 Critical Voice VLA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2  开启端口的MAC地址认证下线检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下线检测功能后，若设备在一个下线检测定时器间隔之内，未收到此端

口下某在线用户的报文，则将切断该用户的连接，同时通知 RADIUS 服务器停止对此用户进行计费。 

关闭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下线检测功能后，设备将不会对在线用户的状态进行检测。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下线检测功能。 
mac-authentication offline-detect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下线检测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13  配置端口上最多允许同时接入的MAC地址认证用户数 

1. 功能简介 

由于系统资源有限，如果当前端口下接入的用户过多，接入用户之间会发生资源的争用，因此适当

地配置该值可以使端口上已经接入的用户获得可靠的性能保障。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上 多允许同时接入的 MAC 地址认证用户数。 
mac-authentication max-user max-number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 多允许同时接入的 MAC 地址认证用户数为 4294967295。 

1.14  配置端口工作在MAC地址认证的多VLAN模式 

1. 功能简介 

MAC 地址认证的端口可以工作在单 VLAN 模式或多 VLAN 模式。端口工作在单 VLAN 模式时，在

账号已通过 MAC 地址认证，且没有被下发授权 VLAN 情况下，如果此账号在相同端口上的不同

VLAN 再次接入，则设备将让原账号下线，使得该账号能够在新的 VLAN 内重新开始认证。如果已

通过 MAC 地址认证的账号被下发了授权 VLAN，则此账号在属于不同 VLAN 的相同端口再次接入

时不会被强制下线。端口工作在多 VLAN 模式时，如果相同 MAC 地址的账号在相同端口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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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再次接入，设备将能够允许账号的流量在新的 VLAN 内通过，且允许该用户的报文无需重新

认证而在多个 VLAN 中转发。 

对于接入 IP 电话类用户的端口，指定端口工作在 MAC 地址认证的多 VLAN 模式或为 IP 电话类用

户授权 VLAN，可避免 IP 电话终端的报文所携带的 VLAN tag 发生变化后，因用户流量需要重新认

证带来语音报文传输质量受干扰的问题。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工作在 MAC 地址认证的多 VLAN 模式。 
mac-authentication host-mode multi-vlan 

缺省情况下，端口工作在 MAC 地址认证的单 VLAN 模式。 

1.15  配置MAC地址认证延迟功能 

1. 功能简介 

端口同时开启了 MAC 地址认证和 802.1X 认证的情况下，某些组网环境中希望设备对用户报文先进

行 802.1X 认证。例如，有些客户端在发送 802.1X 认证请求报文之前，就已经向设备发送了其它报

文，比如 DHCP 报文，因而触发了并不期望的 MAC 地址认证。这种情况下，可以开启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延时功能。开启该功能后，端口就不会在收到用户报文时立即触发 MAC 地址认证，而是

会等待一定的延迟时间，若在此期间该用户一直未进行 802.1X 认证或未成功通过 802.1X 认证，则

延迟时间超时后端口会对之前收到的用户报文进行 MAC 地址认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 启 了 MAC 地 址 认 证 延 迟 功 能 的 端 口 上 不 建 议 同 时 配 置 端 口 安 全 的 模 式 为

mac-else-userlogin-secure 或 mac-else-userlogin-secure-ext，否则 MAC 地址认

证延迟功能不生效。端口安全模式的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端口安全”。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MAC 地址认证延迟功能，并指定延迟时间。 
mac-authentication timer auth-delay time 

缺省情况下，MAC 地址认证延迟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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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配置MAC地址认证的重认证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对 MAC 地址认证用户进行重认证时，设备将按照如下由高到低的顺序为其选择重认证时间间

隔：服务器下发的重认证时间间隔、接口视图下配置的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的值、系统视图下

配置的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的值、设备缺省的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的值。 

• 修改设备上配置的认证域或 MAC 地址认证用户的帐号格式，都不会影响在线用户的重认证，

只对配置之后新上线的用户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在系统视图或接口视图下配置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 

 系统视图下配置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 
mac-authentication timer reauth-period reauth-period-value 

缺省情况下，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的值为 3600 秒。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mac-authentication timer reauth-period reauth-period-value 

quit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未配置 MAC 地址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端口使用系统视图下的 MAC
地址周期性重认证定时器的取值。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周期性重认证功能 
mac-authentication re-authenticate 

缺省情况下，周期性重认证功能关闭。 

(5) （可选）配置重认证服务器不可达时端口上的 MAC 地址认证用户保持在线状态。 
mac-authentication re-authenticate server-unreachable keep-online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的 MAC 地址在线用户重认证时，若认证服务器不可达，则用户会被强制

下线。 

1.17  配置MAC地址认证请求中携带用户IP地址 

1. 功能简介 

在终端用户采用静态 IP 地址方式接入的组网环境中，如果终端用户擅自修改自己的 IP 地址，则整

个网络环境中可能会出现 IP 地址冲突等问题。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管理员可以在端口上开启 MAC 地址认证请求中携带用户 IP 地址的功能，用户

在进行 MAC 地址认证时，设备会把用户的 IP 地址上传到 iMC 服务器。然后 iMC 服务器会把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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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 IP地址和MAC地址与服务器上已经存在的 IP与MAC的绑定表项进行匹配，如果匹配成功，

则该用户 MAC 地址认证成功；否则，MAC 地址认证失败。 

iMC 服务器上 IP 与 MAC 地址信息绑定表项的生成方式如下： 

• 如果在 iMC 服务器上创建用户时手工指定了用户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信息，则服务器使用

手工指定的 IP 和 MAC 信息生成该用户的 IP 与 MAC 地址的绑定表项。 

• 如果在 iMC 服务器上创建用户时未手工指定用户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信息，则服务器使用

用户初次进行 MAC地址认证时使用的 IP地址和 MAC地址生成该用户的 IP与 MAC地址的绑

定表项。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MAC地址认证请求中携带用户 IP地址功能仅对采用静态 IP地址方式接入的认证用户才有效。

在采用 DHCP 方式获取 IP 地址的情况下，因为用户 MAC 地址认证成功之后才可以进行 IP 地

址获取，所以用户在进行 MAC 地址认证时，设备无法上传用户的 IP 地址。 

• 在开启了 MAC 地址认证的端口上，不建议将本命令与 mac-authentication 

guest-vlan命令同时配置；否则，加入Guest VLAN的用户无法再次发起MAC地址认证，

用户会一直停留在 Guest VLAN 中。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MAC 地址认证请求中携带用户 IP 地址。 
mac-authentication carry user-ip 

缺省情况下，MAC 地址认证请求中不携带用户 IP 地址。 

1.18  配置端口MAC地址认证和802.1X认证并行处理功能 

1. 功能简介 

端口采用802.1X和MAC地址组合认证，且端口所连接的用户有不能主动发送EAP报文触发802.1X
认证的情况下，如果端口配置了 802.1X 单播触发功能，则端口收到源 MAC 地址未知的报文，会先

进行 802.1X 认证处理，完成后再进行 MAC 地址认证处理。 

配置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和 802.1X 认证并行处理功能后，在上述情况下，端口收到源 MAC 地址

未知的报文，会向该 MAC 地址单播发送 EAP-Request 帧来触发 802.1X 认证，但不等待 802.1X
认证处理完成，就同时进行 MAC 地址认证的处理。 

在某些组网环境下，例如用户不希望端口先被加入 802.1X 的 Guest VLAN 中，接收到源 MAC 地址

未知的报文后，先触发 MAC 地址认证，认证成功后端口直接加入 MAC 地址认证的授权 VLAN 中，

那么需要配置 MAC 地址认证和 802.1X 认证并行处理功能和端口延迟加入 802.1X Guest VLAN 功

能。关于端口延迟加入 802.1X Guest VLAN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802.1X”。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端口采用 802.1X 和 MAC 地址组合认证功能适用于如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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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口上同时开启了 802.1X 和 MAC 地址认证功能，并配置了 802.1X 认证的端口的接入控制方

式为 macbased。 

• 开启了端口安全功能，并配置了端口安全模式为 userlogin-secure-or-mac 或

userlogin-secure-or-mac-ext。端口安全模式的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

的“端口安全”。 

为保证 MAC 地址认证和 802.1X 认证并行处理功能的正常使用，不建议配置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

延迟功能，否则端口触发 802.1X 认证后，仍会等待一定的延迟后再进行 MAC 地址认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和 802.1X 认证并行处理功能。 
mac-authentication parallel-with-dot1x 

缺省情况下，端口在收到源 MAC 地址未知的报文触发认证时，按照 802.1X 完成后再进行

MAC 地址认证的顺序进行处理。 

1.19  配置MAC地址认证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 

1. 功能简介 

MAC 地址认证接入用户日志信息是为了满足网络管理员维护的需要，对 MAC 地址认证用户的接入

信息进行记录。设备生成的 MAC 地址认证接入用户日志信息会交给信息中心模块处理，信息中心

模块的配置将决定日志信息的发送规则和发送方向。关于信息中心的详细描述请参见“网络管理和

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防止设备输出过多的 MAC 地址认证接入用户日志信息，一般情况下建议关闭此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MAC 地址认证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 
mac-authentication access-user log enable [ failed-login | logoff | 

successful-login ] * 

缺省情况下，MAC 地址认证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配置本命令时，如果未指定任何参数，将同时开启所有参数对应的日志功能。 

1.20  MAC地址认证的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MAC 地址认证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相关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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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MAC 地址认证的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MAC地址认证的相关信息 display mac-authentication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MAC地址认证连接信息 

display mac-authentication connection [ open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lot 
slot-number | user-mac mac-addr | user-name 
user-name ] 

显示指定类型的VLAN中的MAC地址认

证用户的MAC地址信息 

display mac-authentication mac-address 
{ critical-vlan | guest-vlan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MAC地址认证的统计信息 reset mac-authentication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Critical VLAN内MAC地址认证用户 
reset mac-authentication critical vlan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mac-address 
mac-address ] 

清除Critical Voice VLAN内MAC地址认

证用户 

reset mac-authentication critical-voice-vlan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mac-address mac-address ] 

清除Guest VLAN内MAC地址认证用户 
reset mac-authentication guest-vlan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mac-address 
mac-address ] 

 

1.21  MAC地址认证典型配置举例 

1.21.1  本地MAC地址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3 所示，某子网的用户主机与设备的端口GigabitEthernet1/0/1 相连接。 

• 设备的管理者希望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对用户接入进行 MAC 地址认证，以控制它

们对 Internet 的访问。 

• 要求设备每隔 180 秒就对用户是否下线进行检测；并且当用户认证失败时，需等待 180 秒后

才能对用户再次发起认证。 

• 所有用户都属于 ISP 域 bbb，认证时使用本地认证的方式。 

• 使用用户的 MAC 地址作用户名和密码，其中 MAC 地址带连字符、字母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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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3 启动 MAC 地址认证对接入用户进行本地认证 

 
 

3. 配置步骤 

# 添加网络接入类本地接入用户。本例中添加 Host A 的本地用户，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Host A 的 MAC
地址 00-e0-fc-12-34-56，服务类型为 lan-access。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local-user 00-e0-fc-12-34-56 class network 

[Device-luser-network-00-e0-fc-12-34-56] password simple 00-e0-fc-12-34-56 

[Device-luser-network-00-e0-fc-12-34-56] service-type lan-access 

[Device-luser-network-00-e0-fc-12-34-56] quit 

# 配置 ISP 域，使用本地认证方法。 
[Device] domain bbb 

[Device-isp-bbb]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local 

[Device-isp-bbb] quit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MAC 地址认证。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mac-authentication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 MAC 地址认证用户所使用的 ISP 域。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domain bbb 

# 配置 MAC 地址认证的定时器。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timer offline-detect 180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timer quiet 180 

# 配置 MAC 地址认证用户的帐号格式：使用带连字符的 MAC 地址作为用户名与密码，其中字母小

写。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user-name-format mac-address with-hyphen lowercase 

# 开启全局 MAC 地址认证。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4. 验证配置 

# 当用户接入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之后，可以通过如下显示信息看到 Host A 成功通过认证，

处于上线状态，Host B 没有通过认证，它的 MAC 地址被加入静默 MAC 列表。 
<Device> display mac-authentication 

Global MAC authentication parameters: 

   MAC authentication     : Enabled 

   User name format       : MAC address in lowercase(xx-xx-xx-xx-xx-xx) 

           Username       :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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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word       : Not configured 

   Offline detect period  : 180 s 

   Quiet period           : 180 s 

   Server timeout         : 100 s 

   Reauth period          : 3600 s 

   Authentication domain  : bbb 

 Online MAC-auth users    : 1 

 

 Silent MAC users: 

          MAC address       VLAN ID  From port               Port index 

          00e0-fc11-1111    8        GE1/0/1                 1 

 GigabitEthernet1/0/1 is link-up 

   MAC authentication         : Enabled 

   Carry User-IP              : Disabl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 Not configured 

   Auth-delay timer           : Disabled 

   Periodic reauth            : Disabled 

   Re-auth server-unreachable : Logoff 

   Guest VLAN                 : Not configured 

   Guest VLAN auth-period     : 30 s 

   Critical VLAN              : Not configured 

   Critical voice VLAN        : Disabled 

   Host mode                  : Single VLAN 

   Offline detection          : Enabled 

   Authentication order       : Default 

 

   Guest VSI                  : Not configured 

   Guest VSI auth-period      : 30 s 

   Critical VSI               : Not configured 

   Max online users           : 4294967295 

   Auto-tag feature           : Disabled 

   VLAN tag configuration ignoring : Disabled 

   Authentication attempts    : successful 1, failed 0 

   Current online users       : 1 

          MAC address       Auth state 

          00e0-fc12-3456    Authenticated 

1.21.2  使用RADIUS服务器进行MAC地址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4 所示，用户主机Host通过端口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到设备上，设备通过RADIUS服务

器对用户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 

• 设备的管理者希望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对用户接入进行 MAC 地址认证，以控制其

对 Internet 的访问。 

• 要求设备每隔 180 秒就对用户是否下线进行检测；并且当用户认证失败时，需等待 180 秒后

才能对用户再次发起认证。 

• 所有用户都属于域 2000，认证时采用固定用户名帐号，用户名为 aaa，密码为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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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4 启动 MAC 地址认证对接入用户进行 RADIUS 认证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RADIUS 服务器，添加接入用户帐户：用户名为 aaa，密码为 123456，并保证用户的认

证/授权/计费功能正常运行（略） 

(2) 配置使用 RADIUS 服务器进行 MAC 地址认证 

# 配置 RADIUS 方案。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radius scheme 2000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1812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ccounting 10.1.1.2 1813 

[Device-radius-2000]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abc 

[Device-radius-2000] key accounting simple abc 

[Device-radius-2000]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radius-2000] quit 

#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Device] domain bbb 

[Device-isp-bbb] authentication default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uthorization default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ccounting default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quit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MAC 地址认证。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mac-authentication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 MAC 地址认证用户所使用的 ISP 域。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domain bbb 

# 配置 MAC 地址认证的定时器。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timer offline-detect 180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timer quiet 180 

# 配置 MAC 地址认证使用固定用户名帐号：用户名为 aaa，密码为明文 123456。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user-name-format fixed account aaa password simple 123456 

# 开启全局 MAC 地址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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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4. 验证配置 

# 显示 MAC 地址认证配置信息。 
<Device> display mac-authentication 

Global MAC authentication parameters: 

   MAC authentication     : Enabled 

   Username format        : Fixed account 

           Username       : aaa 

           Password       : ****** 

   Offline detect period  : 180 s 

   Quiet period           : 180 s 

   Server timeout         : 100 s 

   Reauth period          : 3600 s 

   Authentication domain  : bbb 

 Online MAC-auth users    : 1 

 

 Silent MAC users: 

          MAC address       VLAN ID  From port               Port index 

 

 GigabitEthernet1/0/1  is link-up 

   MAC authentication         : Enabled 

   Carry User-IP              : Disabl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 Not configured 

   Auth-delay timer           : Disabled 

   Periodic reauth            : Disabled 

   Re-auth server-unreachable : Logoff 

   Guest VLAN                 : Not configured 

   Guest VLAN auth-period     : 30 s 

   Critical VLAN              : Not configured 

   Critical voice VLAN        : Disabled 

   Host mode                  : Single VLAN 

   Offline detection          : Enabled 

   Authentication order       : Default 

 

   Guest VSI                  : Not configured 

   Guest VSI auth-period      : 30 s 

   Critical VSI               : Not configured 

   Max online users           : 4294967295 

   Auto-tag feature           : Disabled 

   VLAN tag configuration ignoring : Disabled 

   Authentication attempts    : successful 1, failed 0 

   Current online users       : 1 

          MAC address       Auth state 

          00e0-fc12-3456    Authent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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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下发ACL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5 所示，用户主机Host通过端口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到设备上，设备通过RADIUS服务

器对用户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Internet网络中有一台FTP服务器，IP地址为 10.0.0.1。现有如下

组网需求： 

• 在端口GigabitEthernet1/0/1上对用户接入进行MAC地址认证，以控制其对 Internet的访问。

认证时使用用户的源 MAC 地址做用户名和密码，其中 MAC 地址带连字符、字母小写。 

• 当用户认证成功上线后，允许用户访问除 FTP 服务器之外的 Internet 资源。 

2. 组网图 

图1-5 下发 ACL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RADIUS 服务器，保证用户的认证/授权/计费功能正常运行 

# 由于该例中使用了 MAC 地址认证的缺省用户名和密码，即使用用户的源 MAC 地址做用户

名与密码，因此还要保证 RADIUS 服务器上正确添加了接入用户帐户：用户名为

00-e0-fc-12-34-56，密码为 00-e0-fc-12-34-56。 

# 指定 RADIUS 服务器上的授权 ACL 为设备上配置的 ACL 3000。 

(2) 配置授权 ACL 

# 配置 ACL 3000，拒绝目的 IP 地址为 10.0.0.1 的报文通过。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acl advanced 3000 

[Device-acl-ipv4-adv-3000] rule 0 deny ip destination 10.0.0.1 0 

[Device-acl-ipv4-adv-3000] quit 

(3) 配置使用 RADIUS 服务器进行 MAC 地址认证 

# 配置 RADIUS 方案。 
[Device] radius scheme 2000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0.1.1.1 1812 

[Device-radius-2000] primary accounting 10.1.1.2 1813 

[Device-radius-2000]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abc 

[Device-radius-2000] key accounting simple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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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radius-2000]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radius-2000] quit 

#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Device] domain bbb 

[Device-isp-bbb] authentication default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uthorization default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accounting default radius-scheme 2000 

[Device-isp-bbb] quit 

# 配置 MAC 地址认证用户所使用的 ISP 域。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domain bbb 

# 配置 MAC 地址认证用户的帐号格式：使用带连字符的 MAC 地址做用户名与密码，其中字

母小写。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user-name-format mac-address with-hyphen lowercase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的 MAC 地址认证。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mac-authentication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开启全局 MAC 地址认证。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4. 验证配置 

# 显示 MAC 地址认证配置信息。 
<Device> display mac-authentication 

Global MAC authentication parameters: 

   MAC authentication     : Enable 

   Username format        : MAC address in lowercase(xx-xx-xx-xx-xx-xx) 

           Username       : mac 

           Password       : Not configured 

   Offline detect period  : 300 s 

   Quiet period           : 60 s 

   Server timeout         : 100 s 

   Reauth period          : 3600 s 

   Authentication domain  : bbb 

 Online MAC-auth users    : 1 

 

 Silent MAC users: 

          MAC address       VLAN ID  From port               Port index 

 

 GigabitEthernet1/0/1  is link-up 

   MAC authentication         : Enabled 

   Carry User-IP              : Disabl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 Not configured 

   Auth-delay timer           : Disabled 

   Periodic reauth            : Disabled 

   Re-auth server-unreachable : Logoff 

   Guest VLAN                 : Not configured 

   Guest VLAN auth-period     : 3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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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tical VLAN              : Not configured 

   Critical voice VLAN        : Disabled 

   Host mode                  : Single VLAN 

   Offline detection          : Enabled 

   Authentication order       : Default 

 

   Guest VSI                  : Not configured 

   Guest VSI auth-period      : 30 s 

   Critical VSI               : Not configured 

   Max online users           : 4294967295 

   Auto-tag feature           : Disabled 

   VLAN tag configuration ignoring : Disabled 

   Authentication attempts    : successful 1, failed 0 

   Current online users       : 1 

          MAC address       Auth state 

          00e0-fc12-3456    Authenticated 

用户认证上线后，Ping FTP 服务器，发现服务器不可达，说明认证服务器下发的 ACL 3000 已生效。 
C:\>ping 10.0.0.1 

 

Pinging 10.0.0.1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Ping statistics for 10.0.0.1: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0, Lost = 4 (100%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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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ortal 
1.1  Portal简介 

Portal 认证通过 Web 页面接受用户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对用户进行身份认证，以达到对用户访问

进行控制的目的。Portal 认证通常部署在接入层以及需要保护的关键数据入口处实施访问控制。在

采用了 Portal 认证的组网环境中，用户可以主动访问已知的 Portal Web 服务器网站进行 Portal 认
证，也可以访问任意非 Portal Web 服务器网站时，被强制访问 Portal Web 服务器网站，继而开始

Portal 认证。目前，设备支持的 Portal 版本为 Portal 1.0、Portal 2.0 和 Portal 3.0。 

1.1.1  Portal认证的优势 

Portal 认证具有如下优势： 

• 可以不安装客户端软件，直接使用 Web 页面认证，使用方便。 

• 可以为运营商提供方便的管理功能和业务拓展功能，例如运营商可以在认证页面上开展广告、

社区服务、信息发布等个性化的业务。 

• 支持多种组网型态，例如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可以实现灵活的地址分配策略且能节省公网

IP 地址，可跨三层认证方式可以跨网段对用户作认证。 

1.1.2  Portal安全扩展功能 

Portal 的安全扩展功能是指，在 Portal 身份认证的基础之上，通过强制接入终端实施补丁和防病毒

策略，加强网络终端对病毒攻击的主动防御能力。具体的安全扩展功能如下： 

• 安全性检测：在对用户的身份认证的基础上增加了安全认证机制，可以检测接入终端上是否

安装了防病毒软件、是否更新了病毒库、是否安装了非法软件、是否更新了操作系统补丁等； 

• 访问资源受限：用户通过身份认证后仅仅获得访问指定互联网资源的权限，如病毒服务器、

操作系统补丁更新服务器等；当用户通过安全认证后便可以访问更多的互联网资源。 

安全性检测功能必须与 iMC 安全策略服务器以及 iNode 客户端配合使用。 

1.1.3  Portal系统 

如 图 1-1 所示，Portal系统通常由如下实体组成：认证客户端、接入设备、Portal认证服务器、Portal 
Web服务器、AAA服务器和安全策略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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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Portal 系统组成示意图 

 
 

1. 认证客户端 

用户终端的客户端系统，为运行 HTTP/HTTPS 协议的浏览器或运行 Portal 客户端的主机。对用户

终端的安全性检测是通过 Portal 客户端和安全策略服务器之间的信息交流完成的。目前，Portal 客
户端仅支持 iNode 客户端。 

2. 接入设备 

提供接入服务的设备，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 

• 在认证之前，将用户的所有 HTTP/HTTPS 请求都重定向到 Portal Web 服务器。 

• 在认证过程中，与 Portal 认证服务器、AAA 服务器交互，完成身份认证/授权/计费的功能。 

• 在认证通过后，允许用户访问被授权的互联网资源。 

3. Portal服务器 

包括Portal Web服务器和Portal认证服务器。Portal Web服务器负责向客户端提供Web认证页面，

并将客户端的认证信息（用户名、密码等）提交给 Portal 认证服务器。Portal 认证服务器用于接收

Portal 客户端认证请求的服务器端系统，与接入设备交互认证客户端的认证信息。Portal Web 服务

器通常与 Portal 认证服务器是一体的，也可以是独立的服务器端系统。 

4. AAA服务器 

与接入设备进行交互，完成对用户的认证、授权和计费。目前 RADIUS（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服务器可支持对 Portal 用户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

以及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服务器可支持对 Portal
用户进行认证。 

5. 安全策略服务器 

与 Portal 客户端、接入设备进行交互，完成对用户的安全检测，并对用户进行安全授权操作。仅运

行 Portal 客户端的主机支持与安全策略服务器交互。 

1.1.4  使用远程Portal服务器的基本交互过程 

Portal 系统中各基本要素的交互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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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未认证用户使用浏览器进行 Portal 认证时，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任一互联网地址，接入设

备会将此 HTTP 或 HTTPS 请求重定向到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Web 认证主页上。也可以主动

登录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Web 认证主页。当未认证用户使用 iNode 客户端进行 Portal 认证

时，可直接打开客户端，输入认证信息。 

(2) 用户在认证主页/认证对话框中输入认证信息后提交，Portal Web 服务器会将用户的认证信息

传递给 Portal 认证服务器，由 Portal 认证服务器处理并转发给接入设备。 

(3) 接入设备与 AAA 服务器交互进行用户的认证、授权和计费。 

(4) 认证通过后，如果未对用户采用安全策略，则接入设备会打开用户与互联网的通路，允许用

户访问互联网；如果使用 iNode 客户端进行认证，并对用户采用了安全策略，则客户端、接

入设备与安全策略服务器交互，对用户的安全检测通过之后，安全策略服务器根据用户的安

全性授权用户访问非受限资源。 

1.1.5  本地Portal服务 

1. 系统组成 

接入设备可以同时提供Portal Web服务器和Portal认证服务器功能，对接入的Portal用户进行本地

Portal认证，如 图 1-2 所示。该组网方式下，Portal系统仅支持通过Web登录、下线的基本认证功

能，不支持使用Portal客户端方式的Portal认证，因此不支持Portal扩展功能，无需部署安全策略服

务器。 

图1-2 使用本地 Portal 服务的 Portal 系统组成示意图 

 

 

2. 本地Portal Web服务支持用户自定义认证页面 

本地 Portal Web 服务支持由用户自定义认证页面的内容，即允许用户编辑一套或多套认证页面的

HTML 文件，并将其压缩之后保存至设备的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中。每套自定义页面文件中包括六个

认证页面：登录页面、登录成功页面、在线页面、下线成功页面、登录失败页面和系统忙碌页面。

本地 Portal Web 服务根据不同的认证阶段向客户端推出对应的认证页面。 

 

关于认证页面文件的自定义规范请参见“1.7.3  自定义认证页面文件”。 

 

1.1.6  Portal的认证方式 

Portal 支持三种认证方式：直接认证方式、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和可跨三层认证方式。直接认证

方式和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下，认证客户端和接入设备之间没有三层转发设备；可跨三层认证方

式下，认证客户端和接入设备之间可以（但不必须）跨接三层转发设备。 

认证客户端 认证/计费服务器
内嵌Portal 服务器

的接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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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认证方式 

用户在认证前通过手工配置或 DHCP 直接获取一个 IP 地址，只能访问 Portal Web 服务器，以及设

定的免认证地址；认证通过后即可访问网络资源。认证流程相对简单。 

2.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 

用户在认证前通过 DHCP 获取一个私网 IP 地址，只能访问 Portal Web 服务器，以及设定的免认证

地址；认证通过后，用户会申请到一个公网 IP 地址，即可访问网络资源。该认证方式解决了 IP 地

址规划和分配问题，对未认证通过的用户不分配公网 IP 地址。例如运营商对于小区宽带用户只在访

问小区外部资源时才分配公网 IP。目前，仅 iNode客户端支持该认证方式。需要注意的是，IPv6 Portal
认证不支持二次地址分配方式。 

3. 可跨三层认证方式 

和直接认证方式基本相同，但是这种认证方式允许认证用户和接入设备之间跨越三层转发设备。 

对于以上三种认证方式，IP 地址都是用户的唯一标识。接入设备基于用户的 IP 地址下发 ACL 对接

口上通过认证的用户报文转发进行控制。由于直接认证和二次地址分配认证下的接入设备与用户之

间未跨越三层转发设备，因此接口可以学习到用户的 MAC 地址，接入设备可以利用学习到 MAC 地

址增强对用户报文转发的控制力度。 

1.1.7  Portal认证流程 

直接认证和可跨三层 Portal 认证流程相同。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流程因为有两次地址分配过程，所以

其认证流程和另外两种认证方式有所不同。 

1. 直接认证和可跨三层Portal认证的流程（CHAP/PAP认证方式） 

图1-3 直接认证/可跨三层 Portal 认证流程图 

 

 

直接认证/可跨三层 Portal 认证流程： 

(1) Portal 用户通过 HTTP/HTTPS 协议访问外部网络。HTTP/HTTPS 报文经过接入设备时，对于

访问 Portal Web 服务器或设定的免认证地址的 HTTP/HTTPS 报文，接入设备允许其通过；

对于访问其它地址的 HTTP/HTTPS 报文，接入设备将其重定向到 Portal Web 服务器。Portal 
Web 服务器提供 Web 页面供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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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rtal Web 服务器将用户输入的信息提交给 Portal 认证服务器进行认证。 

(3) Portal认证服务器与接入设备之间进行CHAP（Challenge Handshak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质询握手认证协议）认证交互。若采用 PAP（Password Authentication Protocol，密码认证

协议）认证则直接进入下一步骤。采用哪种认证交互方式由 Portal 认证服务器决定。 

(4) Portal 认证服务器将用户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组装成认证请求报文发往接入设备，同时开启定

时器等待认证应答报文。 

(5) 接入设备与 RADIUS 服务器之间进行 RADIUS 协议报文的交互。 

(6) 接入设备向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发送认证应答报文，表示认证成功或者认证失败。 

(7) Portal 认证服务器向客户端发送认证成功或认证失败报文，通知客户端认证成功（上线）或失

败。 

(8) 若认证成功，Portal 认证服务器还会向接入设备发送认证应答确认。若是 iNode 客户端，则还

需要进行以下安全扩展功能的步骤，否则 Portal 认证过程结束，用户上线。 

(9) 客户端和安全策略服务器之间进行安全信息交互。安全策略服务器检测客户端的安全性是否

合格，包括是否安装防病毒软件、是否更新病毒库、是否安装了非法软件、是否更新操作系

统补丁等。 

(10) 安全策略服务器根据安全检查结果授权用户访问指定的网络资源，授权信息保存到接入设备

中，接入设备将使用该信息控制用户的访问。 

步骤(9)、(10)为 Portal 认证安全扩展功能的交互过程。 

2.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的流程（CHAP/PAP认证方式） 

图1-4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流程图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流程： 

(1)～(7)同直接/可跨三层 Portal 认证中步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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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客户端收到认证通过报文后，通过 DHCP 获得新的公网 IP 地址，并通知 Portal 认证服务器用

户已获得新 IP 地址。 

(9) Portal 认证服务器通知接入设备客户端获得新公网 IP 地址。 

(10) 接入设备通过 DHCP 模块得知用户 IP 地址变化后，通告 Portal 认证服务器已检测到用户 IP
变化。 

(11) 当 Portal 认证服务器接收到客户端以及接入设备发送的关于用户 IP 变化的通告后，通知客户

端上线成功。 

(12) Portal 认证服务器向接入设备发送 IP 变化确认报文。 

(13) 客户端和安全策略服务器之间进行安全信息交互。安全策略服务器检测客户端的安全性是否

合格，包括是否安装防病毒软件、是否更新病毒库、是否安装了非法软件、是否更新操作系

统补丁等。 

(14) 安全策略服务器根据用户的安全性授权用户访问指定的网络资源，授权信息保存到接入设备

中，接入设备将使用该信息控制用户的访问。 

步骤(13)、(14)为 Portal 认证扩展功能的交互过程。 

1.1.8  Portal支持EAP认证 

EAP 认证仅能与 iMC 的 Portal 服务器以及 iNode Portal 客户端配合使用，且仅使用远程 Portal 服
务器的 Portal 认证支持该功能。 

在对接入用户身份可靠性要求较高的网络应用中，传统的基于用户名和口令的用户身份验证方式存

在一定的安全问题，基于数字证书的用户身份验证方式通常被用来建立更为安全和可靠的网络接入

认证机制。 

EAP（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可扩展认证协议）可支持多种基于数字证书的认证方式

（例如 EAP-TLS），它与 Portal 认证相配合，可共同为用户提供基于数字证书的接入认证服务。 

图1-5 Portal 支持 EAP 认证协议交互示意图 

 
 

如 图 1-5 所示，在Portal支持EAP认证的实现中，客户端与Portal服务器之间交互EAP认证报文，

Portal服务器与接入设备之间交互携带EAP-Message属性的Portal协议报文，接入设备与RADIUS
服务器之间交互携带EAP-Message属性的RADIUS协议报文，由具备EAP服务器功能的RADIUS服
务器处理EAP-Message属性中封装的EAP报文，并给出EAP认证结果。整个EAP认证过程中，接入

设备只是对Portal服务器与RADIUS服务器之间的EAP-Message属性进行透传，并不对其进行任何

处理，因此接入设备上无需任何额外配置。 

1.1.9  Portal过滤规则 

接入设备通过一系列的过滤规则对用户报文进行控制，这些规则也称为 Portal 过滤规则。 

设备会根据配置以及 Portal 用户的认证状态，生成四种不同类型的 Portal 过滤规则。设备收到用户

报文后，将依次按照如下顺序对报文进行匹配，一旦匹配上某条规则便结束匹配过程： 

• 第一类规则：设备允许所有去往 Portal Web 服务器或者符合免认证规则的用户报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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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规则：如果 AAA 认证服务器未下发授权 ACL，则设备允许认证成功的 Portal 用户可以

访问任意的目的网络资源；如果 AAA 认证服务器下发了授权 ACL，则设备仅允许认证成功的

Portal 用户访问该授权 ACL 允许访问的网络资源。需要注意的是，Portal 认证可成功授权的

ACL 类型为基本 ACL（ACL 编号为 2000～2999）、高级 ACL（ACL 编号为 3000～3999）和

二层 ACL（ACL 编号为 4000～4999）。但当下发的 ACL 不存在、未配置 ACL 规则或 ACL 规

则配置了 counting、established、fragment、source-mac 或 logging 参数时，授权 ACL 不生

效。有关 ACL 规则的具体介绍，请参见“ACL 和 QoS 命令参考”中的“ACL”。设备将根据

Portal 用户的在线状态动态添加和删除本规则。 

• 第三类规则：设备将所有未认证 Portal 用户的 HTTP/HTTPS 请求报文重定向到 Portal Web
服务器。 

• 第四类规则：对于直接认证方式和可跨三层认证方式，设备将拒绝所有用户报文通过；对于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设备将拒绝所有源地址为私网地址的用户报文通过。 

1.2  Portal配置限制和指导 

仅支持在三层接口上开启 Portal 认证。 

通过访问 Web 页面进行的 Portal 认证不能对用户实施安全策略检查，安全检查功能的实现需要与

iNode 客户端配合。 

无论是 Web 客户端还是 iNode 客户端发起的 Portal 认证，均能支持 Portal 认证穿越 NAT，即 Portal
客户端位于私网、Portal 认证服务器位于公网。 

1.3  Portal配置任务简介 

Portal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 Portal 服务 

请根据实际组网环境选择以下一种进行配置。 

 配置远程 Portal 服务 

配置远程Portal认证服务器 

配置Portal Web服务器 

 配置本地 Portal 服务 

配置本地Portal服务 

配置Portal Web服务器 

(2) 开启 Portal 认证并引用 Portal Web 服务器 

 在接口上开启Portal认证 

 在接口上引用Portal Web服务器 

(3) （可选）配置Portal认证前用户使用的地址池 

(4) （可选）指定Portal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5) （可选）控制Portal用户的接入 

 配置免认证规则 

 配置源认证网段 

 配置目的认证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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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Portal最大用户数 

 配置Portal授权信息严格检查模式 

 配置Portal仅允许DHCP用户上线 

 配置Portal支持Web代理 

 配置Portal用户漫游功能 

 配置Portal用户逃生功能 

(6) （可选）配置Portal探测功能 

 配置Portal用户在线探测功能 

 配置Portal认证服务器的可达性探测功能 

 配置Portal Web服务器的可达性探测功能 

 配置Portal用户信息同步功能 

(7) （可选）配置 Portal 和 Radius 报文属性 

 配置Portal报文属性 

可配置 Portal 报文的 BAS-IP/BAS-IPv6 属性和接入设备的 ID。 

 配置RADIUS报文属性 

可配置 RADIUS 报文的 NAS-Port-ID 属性和接口的 NAS-ID Profile。 

(8) （可选）关闭Portal客户端Rule ARP/ND表项生成功能 

(9) （可选）配置 Portal 用户上下线功能 

 强制在线Portal用户下线 

 开启Portal用户上/下线日志功能 

(10) （可选）配置Web重定向功能 

1.4  Portal配置准备 

Portal 提供了一个用户身份认证和安全认证的实现方案，但是仅仅依靠 Portal 不足以实现该方案。

接入设备的管理者需选择使用 RADIUS 认证方法，以配合 Portal 完成用户的身份认证。Portal 认证

的配置前提： 

• Portal 认证服务器、Portal Web 服务器、RADIUS 服务器已安装并配置成功。 

• 若采用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接入设备需启动 DHCP 中继功能，另外需要安装并配置好

DHCP 服务器。 

• 用户、接入设备和各服务器之间路由可达。 

• 如果通过远端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认证，则需要在 RADIUS 服务器上配置相应的用户名和密

码，然后在接入设备端进行 RADIUS 客户端的相关设置。RADIUS 客户端的具体配置请参见

“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 如果需要支持 Portal 的安全扩展功能，需要安装并配置 CAMS EAD/iMC EAD 安全策略组件。

同时保证在接入设备上的 ACL 配置和安全策略服务器上配置的隔离 ACL 的编号、安全 ACL
的编号对应。接入设备上与安全策略服务器相关的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安全策略服务器的配置请参考“CAMS EAD 安全策略组件联机帮助”以及“iMC EAD 安全策

略组件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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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配置远程Portal认证服务器 

1. 功能简介 

开启了Portal认证功能后，设备收到Portal报文时，首先根据报文的源 IP地址查找本地配置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若查找到相应的 Portal 认证服务器配置，则认为报文合法，并向该 Portal 认证服务器

回应认证响应报文；否则，认为报文非法，将其丢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不要删除正在被用户使用的 Portal 认证服务器，否则会导致设备上的在线用户无法正常下线。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Portal 认证服务器，并进入 Portal 认证服务器视图。 
portal server server-name 

设备支持配置多个 Portal 认证服务器。 

(3) 指定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 

（IPv4 网络） 

ip ipv4-address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IPv6 网络） 
ipv6 ipv6-address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4) （可选）配置接入设备主动向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发送 Portal 报文时使用的 UDP 端口号。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接入设备主动向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发送 Portal 报文时使用的 UDP 端口号为

50100。 

接入设备主动向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发送 Portal 报文时使用的 UDP 端口号必须与远程 Portal
认证服务器实际使用的监听端口号保持一致。 

(5)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类型。 
server-type { cmcc | imc } 

缺省情况下，Portal 认证服务器类型为 iMC 服务器。 

配置的 Portal 认证服务器类型必须与认证所使用的服务器类型保持一致。 

(6) （可选）配置设备定期向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发送注册报文。 
server-register [ interval interval-value ] 

缺省情况下，设备不会向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发送注册报文。 

1.6  配置Portal Web服务器 

1.6.1  Portal Web服务器配置简介 

Portal Web 服务器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Portal Web服务器基本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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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选）开启Portal被动Web认证功能 

(3) （可选）配置重定向URL的匹配规则 

1.6.2  配置Portal Web服务器基本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Portal Web 服务器，并进入 Portal Web 服务器视图。 
portal web-server server-name 

可以配置多个 Portal Web 服务器。 

(3) 指定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url url-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对用户的 HTTPS 请求进行重定向时，需要在设备上配置对 HTTPS 报文进行重定向的内部侦

听端口号，具体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HTTP 重定向”。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配置对 HTTPS 报文进行重定向的内部侦听端口号。 
http-redirect https-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对 HTTPS 报文进行重定向的内部侦听端口号。 

本配置仅在需要对用户的 HTTPS 请求进行重定向时配置。 

具体命令的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命令参考”中的“HTTP 重定向”。 

(6) 进入 Portal Web 服务器视图。 
portal web-server server-name 

(7) 配置设备重定向给用户的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中携带的参数信息。 
url-parameter param-name { original-url | source-address | source-mac 
[ encryption { aes | des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 value 
expression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设备重定向给用户的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中携带的参数信息。 

(8) 配置 Portal Web 服务器的类型。 
server-type { cmcc | imc } 

缺省情况下，设备默认支持的 Portal Web 服务器类型为 iMC 服务器。该配置只适用于远程

Portal 认证。 

配置的 Portal Web 服务器类型必须与认证所使用的服务器类型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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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开启Portal被动Web认证功能 

1. 功能简介 

iOS 系统或者部分 Android 系统的用户接入已开启 Portal 认证的网络后，设备会主动向这类用户终

端推送 Portal 认证页面。开启 Portal 被动 Web 认证功能后，仅在这类用户使用浏览器访问 Internet
时，设备才会为其推送 Portal 认证页面。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ortal Web 服务器视图。 
portal web-server server-name 

(3) 开启 Portal 被动 Web 认证功能。 
captive-bypass enable 

缺省情况下，Portal 被动 Web 认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6.4  配置重定向URL的匹配规则 

1. 功能简介 

重定向 URL 匹配规则用于控制重定向用户的 HTTP 或 HTTPS 请求，该匹配规则可匹配用户的 Web
请求地址或者用户的终端信息。与 url 命令不同的是，重定向匹配规则可以灵活的进行地址的重定

向，而 url 命令一般只用于将用户的 HTTP 或 HTTPS 请求重定向到 Portal Web 服务器进行 Portal
认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让用户能够成功访问重定向后的地址，需要通过 portal free-rule 命令配置免认证规则，

放行去往该地址的 HTTP 或 HTTPS 请求报文。 

当同时配置了 url命令和重定向URL的匹配规则时，重定向URL匹配规则优先进行地址的重定向。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ortal Web 服务器视图。 
portal web-server server-name 

(3) 配置重定向 URL 的匹配规则。 
if-match { original-url url-string redirect-url url-string 
[ url-param-encryption { aes | des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 
user-agent string redirect-url url-st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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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配置本地Portal服务 

1.7.1  功能简介 

配置了本地 Portal 服务后，由设备作为 Portal Web 服务器和 Portal 认证服务器，对接入用户进行

认证。Portal 认证页面文件存储在设备的根目录下。 

1.7.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接口上引用的 Portal Web 服务器中的 URL 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接口上才会使用本地

Portal Web 服务功能。条件如下： 

• 该 URL 中的 IP 地址是设备上与客户端路由可达的三层接口 IP 地址（除 127.0.0.1 以外）。 

• 该 URL 以/portal/结尾，例如：http://1.1.1.1/portal/。 

设备本身自带有缺省页面文件包，用户也可以自定义认证页面的内容和样式。 

1.7.3  自定义认证页面文件 

1. 功能简介 

用户自定义的认证页面为 HTML 文件的形式，压缩后保存在设备的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中。每套认证

页面可包括六个主索引页面（登录页面、登录成功页面、登录失败页面、在线页面、系统忙碌页面、

下线成功页面）及其页面元素（认证页面需要应用的各种文件，如 Logon.htm 页面中的 back.jpg），
每个主索引页面可以引用若干页面元素。 

用户在自定义这些页面时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会影响本地 Portal Web 服务功能的正常使用和

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2. 文件名规范 

主索引页面文件名不能自定义，必须使用 表 1-1 中所列的固定文件名。 

表1-1 主索引页面文件名 

主索引页面 文件名 

登录页面 logon.htm 

登录成功页面 logonSuccess.htm 

登录失败页面 logonFail.htm 

在线页面 

用于提示用户已经在线 
online.htm 

系统忙页面 

用于提示系统忙或者该用户正在登录过程中 
busy.htm 

下线成功页面 logoffSucce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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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索引页面文件之外的其他文件名可由用户自定义，但需注意文件名和文件目录名中不能含有中文

且字符不区分大小写。 

 

3. 页面请求规范 

本地 Portal Web 服务器只能接受 Get 请求和 Post 请求。 

• Get 请求用于获取认证页面中的静态文件，其内容不能为递归内容。例如，Logon.htm 文件中

包含了 Get ca.htm 文件的内容，但 ca.htm 文件中又包含了对 Logon.htm 的引用，这种递归

引用是不允许的。 

• Post 请求用于用户提交用户名和密码以及用户执行登录、下线操作。 

4. Post请求中的属性规范 

(1) 认证页面中表单（Form）的编辑必须符合以下原则： 

 认证页面可以含有多个 Form，但是必须有且只有一个 Form 的 action=logon.cgi，否则无

法将用户信息送到本地 Portal 服务器。 

 用户名属性固定为”PtUser”，密码属性固定为”PtPwd”。 

 需要有用于标记用户登录还是下线的属性”PtButton”，取值为"Logon"表示登录，取值为

"Logoff"表示下线。 

 登录 Post 请求必须包含”PtUser”，”PtPwd”和"PtButton"三个属性。 

 下线 Post 请求必须包含”PtButton”这个属性。 

(2) 需要包含登录 Post 请求的页面有 logon.htm 和 logonFail.htm。 

logon.htm 页面脚本内容的部分示例： 
<form action=logon.cgi method = post > 

<p>User name:<input type="text" name = "PtUser" style="width:160px;height:22px" 
maxlength=64> 

<p>Password :<input type="password" name = "PtPwd" style="width:160px;height:22px" 
maxlength=32> 

<p><input type=SUBMIT value="Logon" name = "PtButton" style="width:60px;" 
onclick="form.action=form.action+location.search;> 

</form> 

(3) 需要包含下线 Post 请求的页面有 logonSuccess.htm 和 online.htm。 

online.htm 页面脚本内容的部分示例： 
<form action=logon.cgi method = post > 

<p><input type=SUBMIT value="Logoff" name="PtButton" style="width:60px;"> 

</form> 

5. 页面文件压缩及保存规范 

• 完成所有认证页面的编辑之后，必须按照标准 Zip 格式将其压缩到一个 Zip 文件中，该 Zip 文

件的文件名只能包含字母、数字和下划线。 

• 压缩后的 Zip 文件中必须直接包含认证页面，不允许存在间接目录。 

• 压缩生成的 Zip 文件可以通过 FTP 或 TFTP 的二进制方式上传至设备，并保存在设备的根目

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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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p 文件保存目录示例： 
<Sysname> dir 

Directory of flash: 

   1     -rw-      1405  Feb 28 2008 15:53:20   ssid1.zip 

   0     -rw-      1405  Feb 28 2008 15:53:31   ssid2.zip 

   2     -rw-      1405  Feb 28 2008 15:53:39   ssid3.zip 

   3     -rw-      1405  Feb 28 2008 15:53:44   ssid4.zip 

2540 KB total (1319 KB free) 

6. 认证成功后认证页面自动跳转 

若要支持认证成功后认证页面的自动跳转功能，即认证页面会在用户认证成功后自动跳转到指定的

网站页面，则需要在认证页面 logon.htm 和 logonSuccess.htm 的脚本文件中做如下改动。 

(1) 将 logon.htm 文件中的 Form 的 target 值设置为“_blank”。 

修改的脚本内容如下突出显示部分所示： 
<form method=post action=logon.cgi target="_blank"> 

(2) logonSucceess.htm 文件添加页面加载的初始化函数“pt_init()”。 

增加的脚本内容如下突出显示部分所示： 
<html> 

<head> 

<title>LogonSuccessed</tit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pt_private.js"></script> 

</head> 

<body onload="pt_init();" onbeforeunload="return pt_unload();"> 

... ... 

</body> 

</html> 

1.7.4  配置本地Portal Web服务参数 

1. 配置准备 

若指定本地 Portal Web 服务支持的协议类型为 HTTPS，则需要首先完成以下配置： 

• 配置 PKI 策略，并成功申请本地证书和 CA 证书，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PKI”。 

• 配置 SSL 服务器端策略，并指定使用已配置的 PKI 域。为避免在用户浏览器和设备建立 SSL
连接过程中用户浏览器出现“使用的证书不安全”的告警，需要通过配置自定义名称为

https_redirect的SSL服务器端策略，在设备上安装用户浏览器信任的证书。具体配置请参见

“安全配置指导”中的“SS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本地 Portal 服务，并进入基于 HTTP/HTTPS 协议的本地 Portal Web 服务视图。 
portal local-web-server { http | https ssl-server-policy policy-name 
[ tcp-port port-number ] } 

(3)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提供的缺省认证页面文件。 
default-logon-page 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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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本地 Portal Web 服务未提供缺省认证页面文件，必须使用该命令将用户自定义

的一套认证页面文件设置为系统提供的缺省认证页面文件。 

(4) （可选）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的 HTTP/HTTPS 服务侦听的 TCP 端口号。 
tcp-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HTTP 服务侦听的 TCP 端口号为 80，HTTPS 服务侦听的 TCP 端口号为

portal local-web-server 命令指定的 TCP 端口号。 

1.8  在接口上开启Portal认证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接口上开启 Portal 认证时，请遵循以下配置原则： 

• 当接入设备和Portal用户之间跨越三层设备时，只能配置可跨三层Portal认证方式（layer3），

但可跨三层 Portal 认证方式不要求接入设备和 Portal 用户之间必需跨越三层设备。 

• 允许在接口上同时开启 IPv4 Portal 认证和 IPv6 Portal 认证。 

当 Portal 认证方式为二次地址分配方式时，请遵循以下配置限制和指导： 

• 在开启二次地址分配方式的 Portal 认证之前，需要保证开启 Portal 的接口已配置或者获取了

合法的 IP 地址。 

• 在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下，接口上配置的授权 ARP 后，系统会禁止该接口动态学习 ARP
表项，只有通过 DHCP 合法分配到公网 IP 地址的用户的 ARP 报文才能够被学习。因此，为

保证只有合法用户才能接入网络，建议使用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的 Portal 认证时，接口上

同时配置了授权 ARP 功能。 

• 为了确保 Portal 用户能在开启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的接口上成功进行 Portal 认证，必须确

保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指定的设备 IP 与设备 BAS-IP 或 BAS-IPv6 属性值保持一致。可以通

过 portal { bas-ip | bas-ipv6 }命令来配置该属性值。 

• IPv6 Portal 服务器不支持二次地址分配方式的 Portal 认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Portal 认证，并指定认证方式。 

（IPv4 网络） 
portal enable method { direct | layer3 | redhcp } 

（IPv6 网络） 
portal ipv6 enable method { direct | layer3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的 Portal 认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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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接口上引用Portal Web服务器 

1. 功能简介 

一个接口上可以同时引用一个 IPv4 Portal Web 服务器和一个 IPv6 Portal Web 认证服务器。在接口

上引用指定的 Portal Web 服务器后，设备会将该接口上 Portal 用户的 HTTP 请求报文重定向到该

Web 服务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引用 Portal Web 服务器。 
portal [ ipv6 ] apply web-server server-name [ fail-permit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引用 Portal Web 服务器。 

1.10  配置Portal认证前用户使用的地址池 

1. 功能简介 

当接口上未配置 IP 地址，且用户需要通过 DHCP 获取地址时，就必须在用户进行 Portal 认证之前

为其分配一个 IP 地址使其可以进行 Portal 认证。 

Portal 用户接入到开启了 Portal 认证的接口上后，该接口就会按照下面的规则为其分配 IP 地址： 

• 如果接口上配置了 IP 地址，但没有配置认证前使用的地址池，则用户可以使用客户端上静态

配置的 IP 地址或者通过 DHCP 获取分配的 IP 地址。 

• 如果接口上配置了 IP 地址，且配置了认证前使用的地址池，当用户通过 DHCP 获取 IP 地址

时，接口将从指定的认证前的地址池中为其分配 IP 地址；否则，用户使用客户端上静态配置

的 IP 地址。但是如果接口上没有配置 IP 地址，则客户端使用静态 IP 地址将无法认证成功。 

• 若接口上没有配置 IP 地址，且没有配置认证前使用的地址池，则用户无法进行认证。 

Portal 用户使用静态配置或动态获取的 IP 地址进行 Portal 认证，并通过认证后，认证服务器会为其

下发授权 IP 地址池，且由 DHCP 重新为其分配 IP 地址。如果认证服务器未下发授权 IP 地址池，

则用户继续使用认证之前获得的 IP 地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仅当接口使用直接认证方式情况下，本配置才能生效。 

当使用接口上指定的 IP 地址池为认证前的 Portal 用户分配 IP 地址时，该指定的 IP 地址池必须存在

且配置完整，否则无法为 Portal 用户分配 IP 地址，并导致用户无法进行 Portal 认证。 

若 Portal 用户不进行认证，或认证失败，已分配的地址不会被收回。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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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Portal 认证前用户使用的地址池。 
portal [ ipv6 ] pre-auth ip-pool pool-name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配置 Portal 认证前用户使用的地址池。 

1.11  指定Portal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1.11.1  功能简介 

每个 Portal 用户都属于一个认证域，且在其所属的认证域内进行认证/授权/计费，认证域中定义了

一套认证/授权/计费的策略。 

通过配置 Portal 用户使用的认证域，使得所有接入的 Portal 用户被强制使用指定的认证域来进行认

证、授权和计费。即使 Portal 用户输入的用户名中携带的域名相同，接入设备的管理员也可以通过

该配置使得不同接口上接入的 Portal 用户使用不同的认证域，从而增加管理员部署 Portal 接入策略

的灵活性。 

1.11.2  配置限制和指导 

Portal 用户将按照如下先后顺序选择认证域：接口上指定的 Portal 用户使用的 ISP 域-->用户名中携

带的 ISP 域-->系统缺省的 ISP 域。如果根据以上原则决定的认证域在设备上不存在，但设备上为未

知域名的用户指定了 ISP 域，则最终使用该指定的 ISP 域认证。否则，用户将无法认证。关于 ISP
域的相关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对于认证域中指定的授权 ACL，需要注意的是： 

• 如果有流量匹配上该授权 ACL 规则，设备将按照规则中指定的 permit 或 deny 动作进行处

理。 

• 如果没有流量匹配上该授权 ACL 规则，设备将允许所有报文通过，用户可以直接访问网络。 

• 该授权ACL中不要配置源 IPv4/IPv6地址或源MAC地址信息，否则，可能会导致引用该ACL
的用户不能正常上线。 

1.11.3  配置接口上Portal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上 Portal 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portal [ ipv6 ] domain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配置 Portal 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接口上可以同时配置 IPv4 Portal 用户和 IPv6 Portal 用户的认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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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控制Portal用户的接入 

1.12.1  配置免认证规则 

1. 功能简介 

免认证规则的匹配项包括主机名、IP 地址、TCP/UDP 端口号、MAC 地址、所连接设备的接口和

VLAN，只有符合免认证规则的用户报文才不会触发 Portal 认证，因此这些报文所属的用户不需要

通过 Portal 认证即可访问网络资源。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免认证规则中同时配置了接口和 VLAN，则要求接口属于指定的 VLAN，否则该规则无效。 

相同内容的免认证规则不能重复配置，否则提示免认证规则已存在或重复。 

无论接口上是否开启 Portal 认证，只能添加或者删除免认证规则，不能修改。 

3. 配置基于IP地址的免认证规则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基于 IP 地址的 Portal 免认证规则。 

（IPv4 网络） 
portal free-rule rule-number { destination ip { ipv4-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any } [ tcp tcp-port-number | udp udp-port-number ] 
| source ip { ipv4-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any } [ tcp 
tcp-port-number | udp udp-port-number ] }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网络） 
portal free-rule rule-number { destination ipv6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any } [ tcp tcp-port-number | udp udp-port-number ] | 
source ipv6 { ipv6-address prefix-length | any } [ tcp tcp-port-number | 
udp udp-port-number ] }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4. 配置基于源的免认证规则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基于源的 Portal 免认证规则。 
portal free-rule rule-number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mac mac-address | vlan vlan-id } * 

vlan 关键字仅对通过 VLAN 接口接入的 Portal 用户生效。 

5. 配置基于目的的免认证规则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基于目的 Portal 免认证规则。 
portal free-rule rule-number destination ho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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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不存在基于目的的 Portal 免认证规则。 

1.12.2  配置源认证网段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源认证网段实现只允许在源认证网段范围内的用户 HTTP/HTTPS 报文才能触发 Portal 认
证。如果未认证用户的 HTTP/HTTPS 报文既不满足免认证规则又不在源认证网段内，则将被接入

设备丢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源认证网段配置仅对可跨三层 Portal 认证有效。 

直接认证方式和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下，用户与接入设备上开启 Portal 的接口在同一个网段，因

此配置源认证网段没有实际意义。对于直接认证方式，接入设备认为接口上的源认证网段为任意源

IP；对于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接入设备认为接口上的源认证网段为接口私网 IP 决定的私网网段。 

如果接口上同时配置了源认证网段和目的认证网段，则源认证网段的配置不会生效。 

设备上可以配置多条源认证网段。若配置了网段地址范围有所覆盖或重叠的源认证网段，则仅其中

地址范围最大（子网掩码或地址前缀最小）的一条源认证网段配置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源认证网段。 

（IPv4 网络） 
portal layer3 source ipv4-network-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IPv6 网络） 
portal ipv6 layer3 source ipv6-network-address prefix-length 
缺省情况下，对任意用户都进行 Portal 认证。 

1.12.3  配置目的认证网段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目的认证网段实现仅对要访问指定目的网段（除免认证规则中指定的目的 IP 地址或网段）

的用户进行 Portal 认证，用户访问非目的认证网段时无需认证，可直接访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接口上同时配置了源认证网段和目的认证网段，则源认证网段的配置无效。 

设备上可以配置多条目的认证网段。若配置了网段地址范围有所覆盖或重叠的目的认证网段，则仅

其中地址范围最大（子网掩码或地址前缀最小）的一条目的认证网段配置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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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目的认证网段。 

（IPv4 网络） 
portal free-all except destination ipv4-network-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IPv6 网络） 
portal ipv6 free-all except destination ipv6-network-address 
prefix-length 
缺省情况下，对访问任意目的网段的用户都进行 Portal 认证。 

1.12.4  配置Portal最大用户数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可以控制系统中的全局 Portal 接入用户总数和每个接口上的最大 Portal 用户数（包括 IPv4 
Portal 用户和 IPv6 Portal 用户）。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将全局最大Portal用户数配置为所有开启Portal的接口上的最大 IPv4 Portal用户数和最大 IPv6 
Portal 用户数之和，但不超过整机最大 Portal 用户数，否则会有部分 Portal 用户因为整机最大用户

数已达到而无法上线。 

3. 配置全局Portal最大用户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全局 Portal 最大用户数。 
portal max-user max-number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 Portal 最大用户数。 

如果配置的全局 Portal最大用户数小于当前已经在线的 Portal用户数，则配置可以执行成功，

且在线 Portal 用户不受影响，但系统将不允许新的 Portal 用户接入。 

4. 配置接口上Portal最大用户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Portal 最大用户数。 
portal { ipv4-max-user | ipv6-max-user } max-number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的 Portal 最大用户数不受限制。 

如果接口上配置的 Portal 最大用户数小于当前接口上已经在线的 Portal 用户数，则配置可以

执行成功，且在线 Portal 用户不受影响，但系统将不允许新的 Portal 用户从该接口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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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配置Portal授权信息严格检查模式 

1. 功能简介 

严格检查模式用于配合服务器上的用户授权控制策略，允许成功下发了授权信息的用户在线。 

开启 Portal 授权信息的严格检查模式后，当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授权 ACL、User Profile 在设备上不

存在或者设备下发 User Profile 失败时，设备将强制 Portal 用户下线。若同时开启了对授权 ACL 和

对授权 User Profile 的严格检查模式，则只要其中任意一个授权属性未通过严格授权检查，则用户

就会下线。 

2. 在接口上配置Portal授权信息严格检查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Portal 授权信息的严格检查模式。 
portal authorization { acl | user-profile } strict-checking 

缺省情况下，Portal 授权信息处于非严格检查模式，即当认证服务器下发的授权 ACL、User 
Profile 在设备上不存在或者设备下发 User Profile 失败时，允许 Portal 用户在线。 

1.12.6  配置Portal仅允许DHCP用户上线 

1. 功能简介 

为了保证只有合法 IP 地址的用户能够接入，可以配置仅允许 DHCP 用户上线功能，配置此功能后，

IP 地址为静态配置的 Portal 认证用户将不能上线。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 IPv6 网络中，开启本功能后，终端仍会使用临时 IPv6 地址进行 Portal 认证，从而导致认证失败，

所以终端必须关闭临时 IPv6 地址。 

此配置不会影响已经在线的用户。 

3. 在接口上配置Portal仅允许DHCP用户上线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Portal 仅允许 DHCP 用户上线功能。 
portal [ ipv6 ] user-dhcp-only 

缺省情况下，通过DHCP方式获取 IP地址的客户端和配置静态 IP地址的客户端都可以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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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  配置Portal支持Web代理 

1. 功能简介 

设备默认只允许未配置 Web 代理服务器的用户浏览器发起的 HTTP 请求才能触发 Portal 认证。若

用户使用配置了 Web 代理服务器的浏览器上网，则用户的这类 HTTP 请求报文将被丢弃，而不能

触发 Portal 认证。这种情况下，网络管理员可以通过在设备上添加 Web 代理服务器的 TCP 端口号，

来允许使用 Web 代理服务器的用户浏览器发起的 HTTP 请求也可以触发 Portal 认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用户浏览器采用 WPAD（Web Proxy Auto-Discovery，Web 代理服务器自动发现）方式自动配

置 Web 代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需要网络管理员在设备上添加 Web 代理服务器端口，同时配置免认证规则，允许目的 IP 为

WPAD 主机 IP 地址的用户报文免认证。 

• 需要用户在浏览器上将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配置为 Web 代理服务器的例外地址，避

免 Portal 用户发送给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 HTTP 报文被发送到 Web 代理服务器上，从而影响

正常的 Portal 认证。 

目前，不支持配置 Portal 认证 Web 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为 443。 

多次配置本命令可以添加多个 Web 代理服务器的 TCP 端口号，其中任意一个端口号发起的 HTTP
请求均可触发 Portal 认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允许触发 Portal 认证的 Web 代理服务器端口。 
portal web-proxy port port-number 

1.12.8  配置Portal用户漫游功能 

1. 功能简介 

Portal 用户漫游功能允许同属一个 VLAN 的用户在 VLAN 内漫游，即只要 Portal 用户在某 VLAN 接

口通过认证，则可以在该 VLAN 内的任何二层端口上访问网络资源，且移动接入端口时无须重复认

证。若 VLAN 接口上未开启该功能，则在线用户在同一个 VLAN 内其它端口接入时，将无法访问外

部网络资源，必须首先在原端口正常下线之后，才能在其它端口重新认证上线。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该功能只对通过 VLAN 接口上线的用户有效，对于通过普通三层接口上线的用户无效。 

设备上有用户在线用户的情况下，不能配置此功能。 

Portal用户漫游功能需要在关闭Portal客户端Rule ARP/ND表项生成功能（通过命令undo portal 

refresh { arp | nd } enable）的情况下才能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Portal 用户漫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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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l roam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Portal 用户漫游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2.9  配置Portal用户逃生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接入设备探测到 Portal 认证服务器或者 Portal Web 服务器不可达时，可打开接口上的网络限制，

允许 Portal 用户不需经过认证即可访问网络资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Portal 逃生功能。 

如果接口同时开启了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不可达时的 Portal 用户逃生功能和 Portal Web 服务器不可

达时的 Portal 用户逃生功能，则当任意一个服务器不可达时，即取消接口的 Portal 认证功能，当两

个服务器均恢复可达性后，再重新启动 Portal 认证功能。重新启动接口的 Portal 认证功能之后，未

通过认证的用户需要通过认证之后才能访问网络资源，已通过认证的用户可继续访问网络资源。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不可达时的 Portal 用户逃生功能。 
portal [ ipv6 ] fail-permit server server-name 

缺省情况下，设备探测到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不可达时，不允许 Portal 用户逃生。 

(4) 开启 Portal Web 服务器不可达时的 Portal 用户逃生功能。 
portal [ ipv6 ] apply web-server server-name [ fail-permit ] 

缺省情况下，设备探测到 Portal Web 服务器不可达时，不允许 Portal 用户逃生。 

1.13  配置Portal探测功能 

1.13.1  配置Portal用户在线探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IPv4 探测类型为 ARP 或 ICMP，IPv6 探测类型为 ND 或 ICMPv6。 

根据探测类型的不同，设备有以下两种探测机制： 

• 当探测类型为 ICMP/ICMPv6时，若设备发现一定时间（idle time）内接口上未收到某Portal
用户的报文，则会向该用户定期（interval interval）发送 ICMP/ICMPv6 报文。如果在

指定探测次数（retry retries）之内，设备收到了该用户的响应报文，则认为用户在线，

且停止发送探测报文，重复这个过程，否则，强制其下线。 

• 当探测类型为 ARP/ND 时，若设备发现一定时间（idle time）内接口上未收到某 Portal 用
户的报文，则会向该用户发送 ARP/ND 请求报文。设备定期（interval interval）检测

用户 ARP/ND 表项是否被刷新过，如果在指定探测次数（retry retries）内用户 ARP/ND
表项被刷新过，则认为用户在线，且停止检测用户 ARP/ND 表项，重复这个过程，否则，强

制其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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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ARP 和 ND 方式的探测只适用于直接方式和二次地址分配方式的 Portal 认证。ICMP 方式的探测适

用于所有认证方式。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Portal 用户在线探测功能。 

（IPv4 网络） 
portal user-detect type { arp | icmp } [ retry retries ] [ interval 
interval ] [ idle time ] 

（IPv6 网络） 
portal ipv6 user-detect type { icmpv6 | nd } [ retry retries ] [ interval 
interval ] [ idle time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的 Portal 用户在线探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3.2  配置Portal认证服务器的可达性探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Portal认证的过程中，如果接入设备与Portal认证服务器的通信中断，则会导致新用户无法上线，

已经在线的 Portal 用户无法正常下线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接入设备能够及时探测到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可达状态的变化，并能触发执行相应的操作来应对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 

开启Portal认证服务器的可达性探测功能后，设备会定期检测Portal认证服务器发送的报文（例如，

用户上线报文、用户下线报文、心跳报文）来判断服务器的可达状态：若设备在指定的探测超时时

间（timeout timeout）内收到 Portal 报文，且验证其正确，则认为此次探测成功且服务器可达，

否则认为此次探测失败，服务器不可达。 

当接入设备检测到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可达或不可达状态改变时，可执行以下一种或多种操作： 

• 发送日志：Portal 认证服务器可达或者不可达的状态改变时，发送日志信息。日志信息中记录

了 Portal 认证服务器名以及该服务器状态改变前后的状态。 

• Portal用户逃生：Portal认证服务器不可达时，暂时取消接口上进行的Portal认证，允许该接口

接入的所有Portal用户访问网络资源。之后，若设备收到Portal认证服务器发送的报文，则恢

复该端口的Portal认证功能。该功能的详细配置请参见“1.12.9  配置Portal用户逃生功能”。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当设备上存在开启 Portal 认证的接口时，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可达性探测功能才生效。 

目前，只有 iMC 的 Portal 认证服务器支持发送心跳报文，由于心跳报文是周期性发送的，所以 iMC
的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可以更好得与设备配合，使其能够及时而准确地探测到它的可达性状态。如果

要采用心跳报文探测 Portal 服务器的可达性，服务器上必须保证逃生心跳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如果同时指定了多种操作，则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可达状态改变时系统可并发执行多种操作。 

设备配置的探测超时时间（timeout timeout）必须大于服务器上配置的逃生心跳间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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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ortal 认证服务器视图。 
portal server server-name 

(3) 开启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可达性探测功能。 
server-detect [ timeout timeout ] log 

缺省情况下，Portal 服务器可达性探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3.3  配置Portal Web服务器的可达性探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 Portal 认证的过程中，如果接入设备与 Portal Web 服务器的通信中断，将无法完成整个认证过

程，因此必须对 Portal Web 服务器的可达性进行探测。 

由于 Portal Web 服务器用于对用户提供 Web 服务，不需要和设备交互报文，因此无法通过发送某

种协议报文的方式来进行可达性检测。无论是否有接口上开启了 Portal 认证，开启了 Portal Web
服务器的可达性探测功能之后，接入设备采用模拟用户进行 Web 访问的过程来实施探测：接入设

备主动向 Portal Web 服务器发起 TCP 连接，如果连接可以建立，则认为此次探测成功且服务器可

达，否则认为此次探测失败。 

• 探测参数 

 探测间隔：进行探测尝试的时间间隔。 

 失败探测的最大次数：允许连续探测失败的最大次数。若连续探测失败数目达到此值，则

认为服务器不可达。 

• 可达状态改变时触发执行的操作（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或同时使用多种） 

 发送日志：Portal Web 服务器可达或者不可达的状态改变时，发送日志信息。日志信息中

记录了 Portal Web 服务器名以及该服务器状态改变前后的状态。 

 Portal用户逃生：Portal Web服务器不可达时，暂时取消端口进行的Portal认证，允许该端

口接入的所有Portal用户访问网络资源。之后，若Portal Web服务器可达，则恢复该端口的

Portal认证功能。该功能的详细配置请参见“1.12.9  配置Portal用户逃生功能”。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当配置了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地址，且设备上存在开启 Portal 认证接口时，该 Portal Web
服务器的可达性探测功能才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ortal Web 服务器视图。 
portal web-server server-name 

(3) 开启 Portal Web 服务器的可达性探测功能。 
server-detect [ interval interval ] [ retry retries ]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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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Portal Web 认证服务器的可达性探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3.4  配置Portal用户信息同步功能 

1. 功能简介 

为了解决接入设备与 Portal 认证服务器通信中断后，两者的 Portal 用户信息不一致问题，设备提供

了一种Portal用户信息同步功能。该功能利用了Portal同步报文的发送及检测机制，具体实现如下： 

(1) 由 Portal 认证服务器周期性地（周期为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指定的用户心跳间隔值）将在线

用户信息通过用户同步报文发送给接入设备； 

(2) 接入设备在用户上线之后，即开启用户同步检测定时器（超时时间为 timeout timeout），

在收到用户同步报文后，将其中携带的用户列表信息与自己的用户列表信息进行对比，如果

发现同步报文中有设备上不存在的用户信息，则将这些自己没有的用户信息反馈给 Portal 认
证服务器，Portal 认证服务器将删除这些用户信息；如果发现接入设备上的某用户信息在一个

用户同步报文的检测超时时间内，都未在该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发送过来的用户同步报文中出

现过，则认为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已不存在该用户，设备将强制该用户下线。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在支持 Portal 用户心跳功能（目前仅 iMC 的 Portal 认证服务器支持）的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

配合下，本功能才有效。为了实现该功能，还需要在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选择支持用户心跳功能，

且服务器上配置的用户心跳间隔要小于等于设备上配置的检测超时时间。 

在设备上删除 Portal 认证服务器时将会同时删除该服务器的用户信息同步功能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ortal 认证服务器视图。 
portal server server-name 

(3) 开启 Portal 用户信息同步功能。 
user-sync timeout timeout 

缺省情况下，Portal 用户信息同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4  配置Portal报文属性 

1.14.1  配置BAS-IP/BAS-IPv6 属性 

1. 功能简介 

设备上运行 Portal 2.0 版本时，主动发送给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报文（例如强制用户下线报文）中

必须携带 BAS-IP 属性。设备上运行 Portal 3.0 版本时，主动发送给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报文必须

携带 BAS-IP 或者 BAS-IPv6 属性。若配置此功能，设备主动发送的通知类 Portal 报文，其源 IP 地

址为配置的 BAS-IP 或 BAS-IPv6 属性值，否则为 Portal 报文出接口的 IP 地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进行二次地址分配认证和强制 Portal 用户下线过程中，均需要设备主动向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发

送相应的通知类 Portal 报文，因此，为了保证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下 Portal 用户可以成功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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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设备可以成功通知 Portal 认证服务器用户下线，需要保证 BAS-IP/BAS-IPv6 属性值与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指定的设备 IP 一致。 

使用 iMC 的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情况下，如果 Portal 服务器上指定的设备 IP 不是设备上 Portal 报
文出接口的 IP 地址，则开启了 Portal 认证的接口上必须配置 BAS-IP 或者 BAS-IPv6 属性与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指定的设备 IP 一致。 

3. 在接口上配置BAS-IP/BAS-IPv6 属性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BAS-IP 或 BAS-IPv6 属性。 

（IPv4 网络） 
portal bas-ip ipv4-address 

缺省情况下，发送给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响应类的 IPv4 Portal 报文中携带的 BAS-IP 属性为

报文的源 IPv4 地址，通知类 IPv4 Portal 报文中携带的 BAS-IP 属性为报文出接口的 IPv4 地

址。 

（IPv6 网络） 
portal bas-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发送给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响应类的 IPv6 Portal 报文中携带的 BAS-IPv6 属性

为报文的源 IPv6地址，通知类 IPv6 Portal报文中携带的BAS-IPv6属性为报文出接口的 IPv6
地址。 

1.14.2  配置接入设备的ID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接入设备的 ID，使得接入设备向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发送的协议报文中携带一个属性，此属

性用于向 Portal 服务器标识发送协议报文的接入设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不同设备的设备 ID 不能相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接入设备的 ID。 
portal device-id device-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任何设备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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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配置RADIUS报文属性 

1.15.1  配置RADIUS NAS-Port-ID属性格式 

1. 功能简介 

不同厂商的 RADIUS 服务器对 RADIUS 报文中的 NAS-Port-ID 属性格式要求不同，可修改设备发

送的 RADIUS 报文中填充的 NAS-Port-ID 属性的格式。设备支持四种属性格式，分别为 format 1
和 format 2、format 3 和 format 4，这四种属性格式具体要求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Porta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NAS-Port-ID 属性的格式。 
portal nas-port-id format { 1 | 2 | 3 | 4 } 

缺省情况下，NAS-Port-ID 属性的格式为 format 2。 

1.15.2  配置接口的NAS-ID Profile 

1. 功能简介 

用户的接入 VLAN 可标识用户的接入位置，而在某些应用环境中，网络运营商需要使用接入设备发

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 NAS-Identifier 属性值来标识用户的接入位置，因此接入设备上需要建立用

户接入 VLAN 与指定的 NAS-ID 之间的绑定关系。当接口上有 Portal 用户上线时，若该接口上指定

了 NAS-ID Profile，则接入设备会根据指定的 Profile 名称和用户接入的 VLAN 来获取与此 VLAN 绑

定的 NAS-ID，此 NAS-ID 的值将作为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的 RADIUS 请求报文中的

NAS-Identifier 属性值。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接口上指定了 NAS-ID Profile，则此 Profile 中定义的绑定关系优先使用；如果未指定 NAS-ID 
Profile 或指定的 Profile 中没有找到匹配的绑定关系，则使用设备名作为 NAS-ID。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AS-ID Profile，并进入 NAS-ID-Profile 视图。 
aaa nas-id profile profile-name 

该命令的具体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AAA”。 

(3) 设置 NAS-ID 与 VLAN 的绑定关系。 
nas-id nas-identifier bind vlan vlan-id 

该命令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AAA”。对于 QinQ 报文，Portal 接入只能

匹配内层VLAN，有关QinQ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QinQ”。 

(4) 指定引用的 NAS-ID Profile。 

a.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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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c. 指定引用的 NAS-ID Profile 
portal nas-id-profile profile-name 

1.16  关闭Portal客户端Rule ARP/ND表项生成功能 

1. 功能简介 

Portal 客户端的 Rule ARP/ND 表项生成功能处于开启状态时，Portal 客户端上线后，其 ARP/ND
表项为 Rule 表项，在 Portal 客户端下线后会被立即删除，导致 Portal 客户端在短时间内再上线时

会因 ARP/ND 表项还未学习到而认证失败。此情况下，需要关闭本功能，使得 Portal 客户端上线后

其 ARP/ND 表项仍为动态表项，在 Portal 客户端下线后按老化时间正常老化。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此功能的开启和关闭不影响已经在线的 Portal 客户端的 ARP/ND 表项类型。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关闭 Portal 客户端 Rule ARP/ND 表项生成功能。 
undo portal refresh { arp | nd } enable 

缺省情况下，Portal 客户端 Rule ARP/ND 表项生成功能均处于开启状态。 

1.17  强制在线Portal用户下线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强制在线用户下线可以终止对用户的 Portal 认证过程，或者将已经通过认证的 Portal 用户

删除。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在线用户数目超过 2000 时，执行命令强制在线用户下线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在此期间，请勿进

行关闭接口上 Portal 功能等操作；否则会导致在线用户删除操作不能正常完成。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强制指定的在线 Portal 用户或所有在线 Portal 用户下线。 
portal delete-user { ipv4-address | all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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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开启Portal用户上/下线日志功能 

1. 功能简介 

设备开启 Portal 用户上/下线日志功能后，会对用户上线和下线时的信息进行记录，包括用户名、IP
地址、接口名称、VLAN、用户 MAC 地址、上线失败原因等。生成的日志信息将被发送到设备的信

息中心，通过设置信息中心的参数，决定日志信息的输出规则（即是否允许输出以及输出方向）。

有关信息中心参数的配置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Portal 用户上/下线日志功能。 
portal 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Portal 用户上/下线日志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9  配置Web重定向功能 

1. 功能简介 

接口上配置了 Web 重定向功能后，当该接口上接入的用户初次通过 Web 页面访问外网时，设备会

将用户的初始访问页面重定向到指定的 URL 页面，之后用户才可以正常访问外网。经过一定时长

（interval）后，设备又可以将用户要访问的网页或者正在访问的网页重定向到指定的 URL 页面。

Web 重定向功能是一种简化的 Portal 功能，它不需要用户通过 Web 访问外部网络之前提供用户名

和密码，可通过对用户访问的网页定期重定向的方式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业务拓展提供方便，例如

可以在重定向的页面上开展广告、信息发布等业务。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Web 重定向功能，请遵循以下配置原则： 

• Web 重定向功能仅对使用默认端口号 80 的 HTTP 协议报文生效。 

• 同时开启 Web 重定向功能和 Portal 功能时，Web 重定向功能失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三层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Web 重定向功能。 
web-redirect [ ipv6 ] url url-string [ interval interval ] 

缺省情况下，Web 重定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20  Portal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Portal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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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Portal 统计信息。 

表1-2 Portal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指定接口上的Portal配置信息和Portal运
行状态信息 

display portal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显示Portal认证服务器的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portal packet statistics [ server 
server-name ] 

显示用于报文匹配的Portal过滤规则信息 
display portal rule { all | dynamic | static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Portal认证服务器信息 display portal server [ server-name ] 

显示Portal用户的信息 

display portal user { all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pre-auth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 verbose ] 

显示Portal Web服务器信息 display portal web-server [ server-name ] 

指定接口上的Web重定向过滤规则信息 
display web-redirect rul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Portal认证服务器的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portal packet statistics [ server 
server-name ] 

 

1.21  Portal典型配置举例 

1.21.1  Portal直接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用户主机与接入设备 Switch 直接相连，采用直接方式的 Portal 认证。用户通过手工配置或

DHCP获取的一个公网 IP地址进行认证，在通过Portal认证前，只能访问Portal Web服务器；

在通过 Portal 认证后，可以使用此 IP 地址访问非受限互联网资源。 

• 采用一台 Portal 服务器承担 Portal 认证服务器和 Portal Web 服务器的职责。 

• 采用 RADIUS 服务器作为认证/计费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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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6 配置 Portal 直接认证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按照组网图配置设备各接口的 IP 地址，保证启动 Portal 之前各主机、服务器和设备之间的路由可

达。 

完成 RADIUS 服务器上的配置，保证用户的认证/计费功能正常运行。 

 

(1) 配置 Portal server（iMC PLAT 3.20） 

 

下面以 iMC 为例（使用 iMC 版本为：iMC PLAT 3.20-R2602P13、iMC UAM 3.60-E6301），

说明 Portal server 的基本配置。 

 

#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 

登录进入 iMC 管理平台，选择“业务”页签，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服务器

配置]菜单项，进入服务器配置页面。 

根据实际组网情况调整以下参数，本例中使用缺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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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l 认证服务器配置页面 

 
 

# 配置 IP 地址组。 

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IP 地址组配置]菜单项，进入 Portal IP 地址组配置页

面，在该页面中单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 IP 地址组配置页面。 

 填写 IP 地址组名。 

 输入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用户主机 IP 地址必须包含在该 IP 地址组范围内。 

 选择业务分组，本例中使用缺省的“未分组”。 

 选择 IP 地址组的类型为“普通”。 

增加 IP 地址组配置页面 

 
 

# 增加 Portal 设备。 

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设备配置]菜单项，进入 Portal 设备配置页面，在该页

面中单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设备信息配置页面。 

 填写设备名。 

 指定 IP 地址为与接入用户相连的设备接口 IP。 

 输入密钥，与接入设备 Switch 上的配置保持一致。 

 选择是否进行二次地址分配，本例中为直接认证，因此为否。 

 选择是否支持逃生心跳功能和用户心跳功能，本例中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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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设备信息配置页面 

 

 

# Portal 设备关联 IP 地址组。 

在 Portal 设备配置页面中的设备信息列表中，点击 NAS 设备的<端口组信息管理>链接，进入

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设备信息列表 

 

 

在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中点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填写端口组名。 

 选择 IP 地址组，用户接入网络时使用的 IP 地址必须属于所选的 IP 地址组。 

 其它参数采用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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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 最后单击导航树中的[业务参数配置/系统配置手工生效]菜单项，使以上 Portal 认证服务器配

置生效。 

(2) 配置 Portal server（iMC PLAT 5.0） 

 

下面以 iMC 为例（使用 iMC 版本为：iMC PLAT 5.0(E0101)、iMC UAM 5.0(E0101)），说明

Portal server 的基本配置。 

 

#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 

登录进入 iMC 管理平台，选择“业务”页签，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服务器

配置]菜单项，进入服务器配置页面。 

根据实际组网情况调整以下参数，本例中使用缺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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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l 认证服务器配置页面 

 
 

# 配置 IP 地址组。 

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IP 地址组配置]菜单项，进入 Portal IP 地址组配置页

面，在该页面中单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 IP 地址组配置页面。 

 填写 IP 地址组名。 

 输入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用户主机 IP 地址必须包含在该 IP 地址组范围内。 

 选择业务分组，本例中使用缺省的“未分组”。 

 选择 IP 地址组的类型为“普通”。 

增加 IP 地址组配置页面 

 
 

# 增加 Portal 设备。 

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设备配置]菜单项，进入 Portal 设备配置页面，在该页

面中单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设备信息配置页面。 

 填写设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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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 IP 地址为与接入用户相连的设备接口 IP。 

 输入密钥，与接入设备 Switch 上的配置保持一致。 

 选择是否进行二次地址分配，本例中为直接认证，因此为否。 

 选择是否支持逃生心跳功能和用户心跳功能，本例中不支持。 

增加设备信息配置页面 

 

 

# Portal 设备关联 IP 地址组。 

在 Portal 设备配置页面中的设备信息列表中，点击 NAS 设备的<端口组信息管理>链接，进入

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设备信息列表 

 
 

在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中点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填写端口组名。 

 选择 IP 地址组，用户接入网络时使用的 IP 地址必须属于所选的 IP 地址组。 

 其它参数采用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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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 最后单击导航树中的[业务参数配置/系统配置手工生效]菜单项，使以上 Portal 认证服务器配

置生效。 

(3) 配置 Switch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称为 rs1 的 RADIUS 方案并进入该方案视图。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radius scheme rs1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0.112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0.112 

[Switch-radius-r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radius 

[Switch-radius-r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radius 

#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 ISP 域名。 
[Switch-radius-r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radius-rs1] quit 

# 开启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 
[Switch] radius session-control enable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称为 dm1 的 ISP 域。 
[Switch] domain dm1 

#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Switch-isp-dm1] authentic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authoriz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accounting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quit 

# 配置系统缺省的 ISP 域 dm1，所有接入用户共用此缺省域的认证和计费方法。若用户登

录时输入的用户名未携带 ISP 域名，则使用缺省域下的认证方法。 
[Switch] domain default enable d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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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Portal 认证 

#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名称为 newpt，IP 地址为 192.168.0.111，密钥为明文 portal，
监听 Portal 报文的端口为 50100。 
[Switch] portal server newpt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ip 192.168.0.111 key simple portal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port 50100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quit 

# 配置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为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Portal Web 服务

器的 URL 请与实际环境中的 Portal Web 服务器配置保持一致，此处仅为示例） 
[Switch] portal web-server newpt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url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开启直接方式的 Portal 认证。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enable method direc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引用 Portal Web 服务器 newpt。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apply web-server newp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设置发送给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 Portal 报文中的 BAS-IP 属

性值为 2.2.2.1。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bas-ip 2.2.2.1 

[Switch–Vlan-interface100] quit 

4. 验证配置 

# 以上配置完成后，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可查看 Portal 配置是否生效。 
[Switch] display portal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Portal information of Vlan-interface100 

     NAS-ID profile: Not configured 

     Authorization : Strict checking  

     ACL           : Disabled 

     User profile  : Disabled 

 IPv4: 

     Portal status: En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Direct 

     Portal web server: newpt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 2.2.2.1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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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Mask 

IPv6: 

     Portal status: Dis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Disabled 

     Portal web server: Not configured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v6: Not configured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用户既可以使用 iNode 客户端，也可以通过网页方式进行 Portal 认证。用户在通过认证前，只能访

问认证页面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且发起的 Web 访问均被重定向到该认证页面，在通

过认证后，可访问非受限的互联网资源。 

# Portal 用户认证通过后，可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查看 Switch 上生成的 Portal 在线用户信息。 
[Switch] display portal user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Total portal users: 1 

  Username: abc 

  Portal server: newpt 

  State: Online 

  VPN instance: N/A 

  MAC                IP                 VLAN   Interface 

  0015-e9a6-7cfe     2.2.2.2            100    Vlan-interface100 

  Authorization information: 

    DHCP IP pool: N/A 

    User profile: N/A 

    Session group profile: N/A 

    ACL: N/A 

    Inbound CAR: N/A 

    Outbound CAR: N/A 

1.21.2  Portal二次地址分配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用户主机与接入设备 Switch 直接相连，采用二次地址分配方式的 Portal 认证。用户通过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Portal 认证前使用分配的一个私网地址；通过 Portal 认证后，用户申请

到一个公网地址，才可以访问非受限互联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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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一台 Portal 服务器承担 Portal 认证服务器和 Portal Web 服务器的职责。 

• 采用 RADIUS 服务器作为认证/计费服务器。 

2. 组网图 

图1-7 配置 Portal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Portal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应用中，DHCP 服务器上需创建公网地址池（20.20.20.0/24）及私网

地址池（10.0.0.0/24），具体配置略。 

Portal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应用中，接入设备需要配置 DHCP 中继来配合 Portal 认证，且启动

Portal 的接口需要配置主 IP 地址（公网 IP）及从 IP 地址（私网 IP）。关于 DHCP 中继的详细

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 中继”。 

请保证在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添加的 Portal 设备的 IP 地址为与用户相连的接口的公网 IP 地址

（20.20.20.1），且与该 Portal 设备关联的 IP 地址组中的转换前地址为用户所在的私网网段

（10.0.0.0/24）、转换后地址为公网网段（20.20.20.0/24）。 

按照组网图配置设备各接口的 IP 地址，保证启动 Portal 之前各主机、服务器和设备之间的路由可

达。 

完成 RADIUS 服务器上的配置，保证用户的认证/计费功能正常运行。 

 

(1)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称为 rs1 的 RADIUS 方案并进入该方案视图。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radius scheme rs1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0.113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0.113 

[Switch-radius-r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radius 

[Switch-radius-r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radius 

192.168.0.111/24

192.168.0.113/24

192.168.0.112/24
SwitchHost

 automatically obtains 
an IP address

Vlan-int100
20.20.20.1/24

10.0.0.1/24 sub
Vlan-int2
192.168.0.100/24

Portal Server

RADIUS server

DHC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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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 ISP 域名。 
[Switch-radius-r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radius-rs1] quit 

# 开启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 
[Switch] radius session-control enable 

(2)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称为 dm1 的 ISP 域。 
[Switch] domain dm1 

#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Switch-isp-dm1] authentic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authoriz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accounting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quit 

# 配置系统缺省的 ISP 域 dm1，所有接入用户共用此缺省域的认证和计费方法。若用户登录

时输入的用户名未携带 ISP 域名，则使用缺省域下的认证方法。 
[Switch] domain default enable dm1 

(3) 配置 DHCP 中继和授权 ARP 

# 配置 DHCP 中继。 
[Switch] dhcp enable 

[Switch]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record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20.20.20.1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0.0.1 255.255.255.0 sub 

[Switch-Vlan-interface100] dhcp select relay 

[Switch-Vlan-interface100]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192.168.0.112 

# 开启授权 ARP 功能。 
[Switch-Vlan-interface100] arp authorized enable 

[Switch-Vlan-interface100] quit 

(4) 配置 Portal 认证 

#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名称为 newpt，IP 地址为 192.168.0.111，密钥为明文 portal，监

听 Portal 报文的端口为 50100。 
[Switch] portal server newpt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ip 192.168.0.111 key simple portal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port 50100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quit 

# 配置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为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Portal Web 服务器

的 URL 请与实际环境中的 Portal Web 服务器配置保持一致，此处仅为示例） 
[Switch] portal web-server newpt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url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开启二次地址方式的 Portal 认证。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enable method redhcp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引用 Portal Web 服务器 new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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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apply web-server newp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设置发送给 Portal 报文中的 BAS-IP 属性值为 20.20.20.1。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bas-ip 20.20.20.1 

[Switch–Vlan-interface100] quit 

4. 验证配置 

# 以上配置完成后，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可查看 Portal 配置是否生效。 
[Switch] display portal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Portal information of Vlan-interface100 

     NAS-ID profile: Not configured 

     Authorization : Strict checking  

     ACL           : Disabled 

     User profile  : Disabled 

 IPv4: 

     Portal status: En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Redhcp 

     Portal web server: newpt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 20.20.20.1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Mask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Mask 

IPv6: 

     Portal status: Dis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Disabled 

     Portal web server: Not configured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v6: Not configured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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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在采用二次地址分配方式时，请使用 iNode 客户端进行 Portal 认证。通过认证后，可访问非受限的

互联网资源。 

# Portal 用户认证通过后，可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查看 Switch 上生成的 Portal 在线用户信息。 
[Switch] display portal user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Total portal users: 1 

Username: abc 

  Portal server: newpt 

  State: Online 

  VPN instance: N/A 

  MAC                IP                 VLAN   Interface 

  0015-e9a6-7cfe     20.20.20.2         100    Vlan-interface100 

  Authorization information: 

    DHCP IP pool: N/A 

    User profile: N/A 

    Session group profile: N/A 

    ACL: N/A 

    Inbound CAR: N/A 

    Outbound CAR: N/A 

1.21.3  可跨三层Portal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 支持 Portal 认证功能。用户 Host 通过 Switch B 接入到 Switch A。 

• 配置 Switch A 采用可跨三层 Portal 认证。用户在未通过 Portal 认证前，只能访问 Portal Web
服务器；用户通过 Portal 认证后，可以访问非受限互联网资源。 

• 采用一台 Portal 服务器承担 Portal 认证服务器和 Portal Web 服务器的职责。 

• 采用 RADIUS 服务器作为认证/计费服务器。 

2. 组网图 

图1-8 配置可跨三层 Portal 认证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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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请保证在Portal认证服务器上添加的Portal设备的 IP地址为与用户相连的接口 IP地址（20.20.20.1），
且与该 Portal 设备关联的 IP 地址组为用户所在网段（8.8.8.0/24）。 

按照组网图配置设备各接口的 IP 地址，保证启动 Portal 之前各主机、服务器和设备之间的路由可

达。 

完成 RADIUS 服务器上的配置，保证用户的认证/计费功能正常运行。 

 

(1)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称为 rs1 的 RADIUS 方案并进入该方案视图。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adius scheme rs1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SwitchA-radius-r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0.112 

[SwitchA-radius-rs1]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0.112 

[SwitchA-radius-r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radius 

[SwitchA-radius-r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radius 

#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 ISP 域名。 
[SwitchA-radius-r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A-radius-rs1] quit 

# 开启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 
[SwitchA] radius session-control enable 

(2)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称为 dm1 的 ISP 域。 
[SwitchA] domain dm1 

#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SwitchA-isp-dm1] authentic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A-isp-dm1] authoriz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A-isp-dm1] accounting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A-isp-dm1] quit 

# 配置系统缺省的 ISP 域 dm1，所有接入用户共用此缺省域的认证和计费方法。若用户登录

时输入的用户名未携带 ISP 域名，则使用缺省域下的认证方法。 
[SwitchA] domain default enable dm1 

(3) 配置 Portal 认证 

#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名称为 newpt，IP 地址为 192.168.0.111，密钥为明文 portal，监

听 Portal 报文的端口为 50100。 
[SwitchA] portal server newpt 

[SwitchA-portal-server-newpt] ip 192.168.0.111 key simple portal 

[SwitchA-portal-server-newpt] port 50100 

[SwitchA-portal-server-newpt]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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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为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Portal Web 服务器

的 URL 请与实际环境中的 Portal Web 服务器配置保持一致，此处仅为示例） 
[SwitchA] portal web-server newpt 

[SwitchA-portal-websvr-newpt] url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 

[SwitchA-portal-websvr-newpt]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4 上开启可跨三层方式的 Portal 认证。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 

[SwitchA–Vlan-interface4] portal enable method layer3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4 上引用 Portal Web 服务器 newpt。 
[SwitchA–Vlan-interface4] portal apply web-server newp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4 上设置发送给 Portal 报文中的 BAS-IP 属性值为 20.20.20.1。 
[SwitchA–Vlan-interface4] portal bas-ip 20.20.20.1 

[SwitchA–Vlan-interface4] quit 

4. 验证配置 

# 以上配置完成后，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可查看 Portal 配置是否生效。 
[SwitchA] display portal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 

 Portal information of Vlan-interface4 

     NAS-ID profile: Not configured 

     Authorization : Strict checking  

     ACL           : Disabled 

     User profile  : Disabled 

 IPv4: 

     Portal status: En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Layer3 

     Portal web server: newpt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 20.20.20.1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Mask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Mask 

IPv6: 

     Portal status: Dis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Disabled 

     Portal web server: Not configured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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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v6: Not configured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用户既可以使用 iNode 客户端，也可以通过网页方式进行 Portal 认证。用户在通过认证前，只能访

问认证页面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且发起的 Web 访问均被重定向到该认证页面，在通

过认证后，可访问非受限的互联网资源。 

# Portal 用户认证通过后，可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查看 Switch A 上生成的 Portal 在线用户信息。 
[SwitchA] display portal user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 

Total portal users: 1 

Username: abc 

  Portal server: newpt 

  State: Online 

  VPN instance: N/A 

  MAC                IP                 VLAN   Interface 

  0015-e9a6-7cfe     8.8.8.2            4      Vlan-interface4 

  Authorization information: 

    DHCP IP pool: N/A 

    User profile: N/A 

    Session group profile: N/A 

    ACL: N/A 

    Inbound CAR: N/A 

    Outbound CAR: N/A 

1.21.4  Portal直接认证扩展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用户主机与接入设备 Switch 直接相连，采用直接方式的 Portal 认证。用户通过手工配置或

DHCP 获取的一个公网 IP 地址进行认证，在通过身份认证而没有通过安全认证时可以访问

192.168.0.0/24 网段；在通过安全认证后，可以访问非受限互联网资源。 

• 采用一台 Portal 服务器承担 Portal 认证服务器和 Portal Web 服务器的职责。 

• 采用 RADIUS 服务器作为认证/计费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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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9 配置 Portal 直接认证扩展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按照组网图配置设备各接口的 IP 地址，保证启动 Portal 之前各主机、服务器和设备之间的路由可

达。 

完成 RADIUS 服务器上的配置，保证用户的认证/计费功能正常运行。 

 

(1)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称为 rs1 的 RADIUS 方案并进入该方案视图。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radius scheme rs1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0.112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0.112 

[Switch-radius-r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radius 

[Switch-radius-r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radius 

[Switch-radius-r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radius-rs1] quit 

# 开启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 
[Switch] radius session-control enable 

# 指定一个 session control 客户端 IP 地址为 192.168.0.113，共享密钥为明文 12345。 
[Switch] radius session-control client ip 192.168.0.113 key simple 12345 

(2)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称为 dm1 的 ISP 域。 
[Switch] domain dm1 

#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Switch-isp-dm1] authentic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1-49 

[Switch-isp-dm1] authoriz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accounting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quit 

# 配置系统缺省的 ISP 域 dm1，所有接入用户共用此缺省域的认证和计费方法。若用户登录

时输入的用户名未携带 ISP 域名，则使用缺省域下的认证方法。 
[Switch] domain default enable dm1 

(3) 配置隔离 ACL 为 3000，安全 ACL 为 3001 

 

安全策略服务器上需要将 ACL 3000 和 ACL 3001 分别指定为隔离 ACL 和安全 ACL。 

 
[Switch] acl advanced 3000 

[Switch-acl-ipv4-adv-3000] rule permit ip destination 192.168.0.0 0.0.0.255 

[Switch-acl-ipv4-adv-3000] rule deny ip 

[Switch-acl-ipv4-adv-3000] quit 

[Switch] acl advanced 3001 

[Switch-acl-ipv4-adv-3001] rule permit ip 

[Switch-acl-ipv4-adv-3001] quit 

(4) 配置 Portal 认证 

#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名称为 newpt，IP 地址为 192.168.0.111，密钥为明文 portal，监

听 Portal 报文的端口为 50100。 
[Switch] portal server newpt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ip 192.168.0.111 key simple portal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port 50100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quit 

# 配置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为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Portal Web 服务器

的 URL 请与实际环境中的 Portal Web 服务器配置保持一致，此处仅为示例） 
[Switch] portal web-server newpt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url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开启直接方式的 Portal 认证。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enable method direc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引用 Portal Web 服务器 newpt。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apply web-server newp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设置发送给 Portal 报文中的 BAS-IP 属性值为 2.2.2.1。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bas-ip 2.2.2.1 

[Switch–Vlan-interface100] quit 

4. 验证配置 

# 以上配置完成后，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可查看 Portal 配置是否生效。 
[Switch] display portal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Portal information of Vlan-interface100 

     NAS-ID profile: Not configured 

     Authorization : Strict che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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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L           : Disabled 

     User profile  : Disabled 

 IPv4: 

     Portal status: En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Direct 

     Portal web server: newpt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 2.2.2.1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Mask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Mask 

IPv6: 

     Portal status: Dis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Disabled 

     Portal web server: Not configured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v6: Not configured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使用 iNode 客户端的用户在通过认证前，只能访问认证页面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且发

起的 Web 访问均被重定向到该认证页面。通过身份认证但未通过安全认证时，只能访问匹配 ACL 
3000 的网络资源；通过身份认证以及安全认证后，可以访问匹配 ACL 3001 的互联网资源。 

# Portal 用户认证通过后，可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查看 Switch 上生成的 Portal 在线用户信息。 
[Switch] display portal user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Total portal users: 1 

Username: abc 

  Portal server: new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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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Online 

  VPN instance: N/A 

  MAC                IP                 VLAN   Interface 

  0015-e9a6-7cfe     2.2.2.2            100    Vlan-interface100 

  Authorization information: 

    DHCP IP pool: N/A 

    User profile: N/A 

    Session group profile: N/A 

    ACL: 3001 

    Inbound CAR: N/A 

    Outbound CAR: N/A 

1.21.5  Portal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扩展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用户主机与接入设备 Switch 直接相连，采用二次地址分配方式的 Portal 认证。用户通过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Portal 认证前使用分配的一个私网地址；通过 Portal 认证后，用户申请

到一个公网地址。 

• 用户在通过身份认证而没有通过安全认证时可以访问 192.168.0.0/24 网段；用户通过安全认

证后，可以访问非受限互联网资源。 

• 采用一台 Portal 服务器承担 Portal 认证服务器和 Portal Web 服务器的职责。 

• 采用 RADIUS 服务器作为认证/计费服务器。 

2. 组网图 

图1-10 配置 Portal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扩展功能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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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Portal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应用中，DHCP 服务器上需创建公网地址池（20.20.20.0/24）及私网

地址池（10.0.0.0/24），具体配置略。 

Portal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应用中，接入设备需要配置 DHCP 中继来配合 Portal 认证，且启动

Portal 的接口需要配置主 IP 地址（公网 IP）及从 IP 地址（私网 IP）。关于 DHCP 中继的详细

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 中继”。 

请保证在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添加的 Portal 设备的 IP 地址为与用户相连的接口的公网 IP 地址

（20.20.20.1），且与该 Portal 设备关联的 IP 地址组中的转换前地址为用户所在的私网网段

（10.0.0.0/24）、转换后地址为公网网段（20.20.20.0/24）。 

按照组网图配置设备各接口的 IP 地址，保证启动 Portal 之前各主机、服务器和设备之间的路由可

达。 

完成 RADIUS 服务器上的配置，保证用户的认证/计费功能正常运行。 

 

(1)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称为 rs1 的 RADIUS 方案并进入该方案视图。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radius scheme rs1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0.113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0.113 

[Switch-radius-r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radius 

[Switch-radius-r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radius 

[Switch-radius-r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radius-rs1] quit 

# 开启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 
[Switch] radius session-control enable 

# 指定一个 session control 客户端 IP 地址为 192.168.0.113，共享密钥为明文 12345。 
[Switch] radius session-control client ip 192.168.0.113 key simple 12345 

(2)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称为 dm1 的 ISP 域。 
[Switch] domain dm1 

#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Switch-isp-dm1] authentic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authoriz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accounting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quit 

# 配置系统缺省的 ISP 域 dm1，所有接入用户共用此缺省域的认证和计费方法。若用户登录

时输入的用户名未携带 ISP 域名，则使用缺省域下的认证方法。 
[Switch] domain default enable dm1 

(3) 配置隔离 ACL 为 3000，安全 ACL 为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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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策略服务器上需要将 ACL 3000 和 ACL 3001 分别指定为隔离 ACL 和安全 ACL。 

 
[Switch] acl advanced 3000 

[Switch-acl-ipv4-adv-3000] rule permit ip destination 192.168.0.0 0.0.0.255 

[Switch-acl-ipv4-adv-3000] rule deny ip 

[Switch-acl-ipv4-adv-3000] quit 

[Switch] acl advanced 3001 

[Switch-acl-ipv4-adv-3001] rule permit ip 

[Switch-acl-ipv4-adv-3001] quit 

(4) 配置 DHCP 中继和授权 ARP 

# 配置 DHCP 中继。 
[Switch] dhcp enable 

[Switch]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record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20.20.20.1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ip address 10.0.0.1 255.255.255.0 sub 

[Switch-Vlan-interface100] dhcp select relay 

[Switch-Vlan-interface100]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192.168.0.112 

# 开启授权 ARP 功能。 
[Switch-Vlan-interface100] arp authorized enable 

[Switch-Vlan-interface100] quit 

(5) 配置 Portal 认证 

#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名称为 newpt，IP 地址为 192.168.0.111，密钥为明文 portal，监

听 Portal 报文的端口为 50100。 
[Switch] portal server newpt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ip 192.168.0.111 key simple portal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port 50100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quit 

# 配置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为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Portal Web 服务器

的 URL 请与实际环境中的 Portal Web 服务器配置保持一致，此处仅为示例） 
[Switch] portal web-server newpt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url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开启二次地址方式的 Portal 认证。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enable method redhcp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引用 Portal Web 服务器 newpt。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apply web-server newp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设置发送给 Portal 报文中的 BAS-IP 属性值为 20.20.20.1。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bas-ip 20.20.20.1 

[Switch–Vlan-interface10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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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 

# 以上配置完成后，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可查看 Portal 配置是否生效。 
[Switch] display portal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Portal information of Vlan-interface100 

     NAS-ID profile: Not configured 

     Authorization : Strict checking  

     ACL           : Disabled 

     User profile  : Disabled 

 IPv4: 

     Portal status: En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Redhcp 

     Portal web server: newpt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 20.20.20.1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Mask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Mask 

IPv6: 

     Portal status: Dis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Disabled 

     Portal web server: Not configured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v6: Not configured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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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ode 客户端的用户在通过认证前，只能访问认证页面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且发

起的 Web 访问均被重定向到该认证页面。通过身份认证但未通过安全认证时，只能访问匹配 ACL 
3000 的网络资源；通过身份认证以及安全认证后，可以访问匹配 ACL 3001 的互联网资源。 

# Portal 用户认证通过后，可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查看 Switch 上生成的 Portal 在线用户信息。 
[Switch] display portal user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Total portal users: 1 

Username: abc 

  Portal server: newpt 

  State: Online 

  VPN instance: N/A 

  MAC                IP                 VLAN   Interface 

  0015-e9a6-7cfe     20.20.20.2         100    Vlan-interface100 

  Authorization information: 

    DHCP IP pool: N/A 

    User profile: N/A 

    Session group profile: N/A 

    ACL: 3001 

    Inbound CAR: N/A 

    Outbound CAR: N/A 

1.21.6  可跨三层Portal认证方式扩展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 支持 Portal 认证功能。用户 Host 通过 Switch B 接入到 Switch A。 

• 配置 Switch A 采用可跨三层 Portal 认证。用户在通过身份认证而没有通过安全认证时可以访

问 192.168.0.0/24 网段；在通过安全认证后，可以访问非受限互联网资源。 

• 采用一台 Portal 服务器承担 Portal 认证服务器和 Portal Web 服务器的职责。 

• 采用 RADIUS 服务器作为认证/计费服务器。 

2. 组网图 

图1-11 配置可跨三层 Portal 认证扩展功能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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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请保证在Portal认证服务器上添加的Portal设备的 IP地址为与用户相连的接口 IP地址（20.20.20.1），
且与该 Portal 设备关联的 IP 地址组为用户所在网段（8.8.8.0/24）。 

按照组网图配置设备各接口的 IP 地址，保证启动 Portal 之前各主机、服务器和设备之间的路由可

达。 

完成 RADIUS 服务器上的配置，保证用户的认证/计费功能正常运行。 

 

(1)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称为 rs1 的 RADIUS 方案并进入该方案视图。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adius scheme rs1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SwitchA-radius-r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0.112 

[SwitchA-radius-rs1]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0.112 

[SwitchA-radius-r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radius 

[SwitchA-radius-r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radius 

[SwitchA-radius-r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A-radius-rs1] quit 

# 开启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 
[SwitchA] radius session-control enable 

# 指定一个 session control 客户端 IP 地址为 192.168.0.113，共享密钥为明文 12345。 
[SwitchA] radius session-control client ip 192.168.0.113 key simple 12345 

(2)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称为 dm1 的 ISP 域。 
[SwitchA] domain dm1 

#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SwitchA-isp-dm1] authentic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A-isp-dm1] authoriz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A-isp-dm1] accounting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A-isp-dm1] quit 

# 配置系统缺省的 ISP 域 dm1，所有接入用户共用此缺省域的认证和计费方法。若用户登录

时输入的用户名未携带 ISP 域名，则使用缺省域下的认证方法。 
[SwitchA] domain default enable dm1 

(3) 配置隔离 ACL 为 3000，安全 ACL 为 3001 

 

安全策略服务器上需要将 ACL 3000 和 ACL 3001 分别指定为隔离 ACL 和安全 ACL。 

 
[SwitchA] acl advanced 3000 

[SwitchA-acl-ipv4-adv-3000] rule permit ip destination 192.168.0.0 0.0.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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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acl-ipv4-adv-3000] rule deny ip 

[SwitchA-acl-ipv4-adv-3000] quit 

[SwitchA] acl advanced 3001 

[SwitchA-acl-ipv4-adv-3001] rule permit ip 

[SwitchA-acl-ipv4-adv-3001] quit 

(4) 配置 Portal 认证 

#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名称为 newpt，IP 地址为 192.168.0.111，密钥为明文 portal，监

听 Portal 报文的端口为 50100。 
[SwitchA] portal server newpt 

[SwitchA-portal-server-newpt] ip 192.168.0.111 key simple portal 

[SwitchA-portal-server-newpt] port 50100 

[SwitchA-portal-server-newpt] quit 

# 配置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为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Portal Web 服务器

的 URL 请与实际环境中的 Portal Web 服务器配置保持一致，此处仅为示例） 
[SwitchA] portal web-server newpt 

[SwitchA-portal-websvr-newpt] url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 

[SwitchA-portal-websvr-newpt]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4 上开启可跨三层方式的 Portal 认证。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 

[SwitchA–Vlan-interface4] portal enable method layer3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4 上引用 Portal Web 服务器 newpt。 
[SwitchA–Vlan-interface4] portal apply web-server newp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4 上设置发送给 Portal 报文中的 BAS-IP 属性值为 20.20.20.1。 
[SwitchA–Vlan-interface4] portal bas-ip 20.20.20.1 

[SwitchA–Vlan-interface4] quit 

4. 验证配置 

# 以上配置完成后，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可查看 Portal 配置是否生效。 
[SwitchA] display portal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 

 Portal information of Vlan-interface4 

     NAS-ID profile: Not configured 

     Authorization : Strict checking  

     ACL           : Disabled 

     User profile  : Disabled 

 IPv4: 

     Portal status: En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Layer3 

     Portal web server: newpt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 20.20.20.1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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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Mask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Mask 

IPv6: 

     Portal status: Dis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Disabled 

     Portal web server: Not configured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v6: Not configured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使用 iNode 客户端的用户在通过认证前，只能访问认证页面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且发

起的 Web 访问均被重定向到该认证页面。通过身份认证但未通过安全认证时，只能访问匹配 ACL 
3000 的网络资源；通过身份认证以及安全认证后，可以访问匹配 ACL 3001 的互联网资源。 

# Portal 用户认证通过后，可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查看 Switch A 上生成的 Portal 在线用户信息。 
[SwitchA] display portal user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4 

Total portal users: 1 

Username: abc 

  Portal server: newpt 

  State: Online 

  VPN instance: N/A 

  MAC                IP                 VLAN   Interface 

  0015-e9a6-7cfe     8.8.8.2            4    Vlan-interface4 

  Authorization information: 

    DHCP IP pool: N/A 

    User profile: N/A 

    Session group profile: N/A 

    ACL: 3001 

    Inbound CAR: N/A 

    Outbound CA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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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Portal认证服务器探测和用户信息同步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主机与接入设备 Switch 直接相连，通过 Portal 认证接入网络，并采用一台 Portal 服务器承担

Portal 认证服务器和 Portal Web 服务器的职责，采用 RADIUS 服务器作为认证/计费服务器。 

具体要求如下： 

• 用户通过手工配置或 DHCP 获取的一个公网 IP 地址进行认证，在通过 Portal 认证前，只能访

问 Portal 认证服务器；在通过 Portal 认证后，可以使用此 IP 地址访问非受限的互联网资源。 

• 接入设备能够探测到 Portal 认证服务器是否可达，并输出可达状态变化的日志信息，在服务

器不可达时（例如，网络连接中断、网络设备故障或服务器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等情况），取消

Portal 认证，使得用户仍然可以正常访问网络。 

• 接入设备能够与服务器定期进行用户信息的同步。 

2. 组网图 

图1-12 Portal 认证服务器探测和用户同步信息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按照组网图配置设备各接口的 IP 地址，保证启动 Portal 之前各主机、服务器和设备之间的路由可

达。 

完成 RADIUS 服务器上的配置，保证用户的认证/计费功能正常运行。 

 

(1)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iMC PLAT 3.20） 

 

下面以 iMC 为例（使用 iMC 版本为：iMC PLAT 3.20-R2606P13、iMC UAM 3.60-E6301），

说明 Portal server 的相关配置。 

 

#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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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进入 iMC 管理平台，选择“业务”页签，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服务器

配置]菜单项，进入服务器配置页面。 

 配置逃生心跳间隔时长及用户心跳间隔时长。 

 其它参数使用缺省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配置页面 

 
 

# 配置 IP 地址组。 

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IP 地址组配置]菜单项，进入 Portal IP 地址组配置页

面，在该页面中单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 IP 地址组配置页面。 

 填写 IP 地址组名。 

 输入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用户主机 IP 地址必须包含在该 IP 地址组范围内。 

 选择业务分组，本例中使用缺省的“未分组”。 

 选择 IP 地址组的类型为“普通”。 

增加 IP 地址组配置页面 

 
 

# 增加 Portal 设备。 

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设备配置]菜单项，进入 Portal 设备配置页面，在该页

面中单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设备信息配置页面。 

 填写设备名。 

 指定 IP 地址为与接入用户相连的设备接口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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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密钥，与接入设备 Switch 上的配置保持一致。 

 选择是否进行二次地址分配，本例中为直接认证，因此为否。 

 选择支持逃生心跳功能和用户心跳功能。 

增加设备信息配置页面 

 
 

# Portal 设备关联 IP 地址组。 

在 Portal 设备配置页面中的设备信息列表中，点击 NAS 设备的<端口组信息管理>链接，进入

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设备信息列表 

 

 

在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中点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填写端口组名。 

 选择 IP 地址组，用户接入网络时使用的 IP 地址必须属于所选的 IP 地址组。 

 其它参数采用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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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 最后单击导航树中的[业务参数配置/系统配置手工生效]菜单项，使以上 Portal 认证服务器配

置生效。 

(2)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iMC PLAT 5.0） 

 

下面以 iMC 为例（使用 iMC 版本为：iMC PLAT 5.0(E0101)、iMC UAM 5.0(E0101)），说明

Portal server 的基本配置。 

 

#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 

登录进入 iMC 管理平台，选择“业务”页签，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服务器

配置]菜单项，进入服务器配置页面。 

 配置逃生心跳间隔时长及用户心跳间隔时长。 

 其它参数使用缺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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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l 认证服务器配置页面 

 
 

# 配置 IP 地址组。 

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IP 地址组配置]菜单项，进入 Portal IP 地址组配置页

面，在该页面中单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 IP 地址组配置页面。 

 填写 IP 地址组名。 

 输入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用户主机 IP 地址必须包含在该 IP 地址组范围内。 

 选择业务分组，本例中使用缺省的“未分组”。 

 选择 IP 地址组的类型为“普通”。 

增加 IP 地址组配置页面 

 
 

# 增加 Portal 设备。 

单击导航树中的[Portal 认证服务器管理/设备配置]菜单项，进入 Portal 设备配置页面，在该页

面中单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设备信息配置页面。 

 填写设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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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 IP 地址为与接入用户相连的设备接口 IP。 

 输入密钥，与接入设备 Switch 上的配置保持一致。 

 选择是否进行二次地址分配，本例中为直接认证，因此为否。 

 选择支持逃生心跳功能和用户心跳功能。 

增加设备信息配置页面 

 

 

# Portal 设备关联 IP 地址组。 

在 Portal 设备配置页面中的设备信息列表中，点击 NAS 设备的<端口组信息管理>链接，进入

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设备信息列表 

 

 

在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中点击<增加>按钮，进入增加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填写端口组名。 

 选择 IP 地址组，用户接入网络时使用的 IP 地址必须属于所选的 IP 地址组。 

 其它参数采用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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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端口组信息配置页面 

 

 

# 最后单击导航树中的[业务参数配置/系统配置手工生效]菜单项，使以上 Portal 认证服务器配

置生效。 

(3) 配置 Switch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称为 rs1 的 RADIUS 方案并进入该方案视图。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radius scheme rs1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0.112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0.112 

[Switch-radius-r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radius 

[Switch-radius-r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radius 

#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 ISP 域名。 
[Switch-radius-r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radius-rs1] quit 

# 开启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 
[Switch] radius session-control enable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称为 dm1 的 ISP 域。 
[Switch] domain dm1 

# 配置 ISP 域的 AAA 方法。 
[Switch-isp-dm1] authentic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authoriz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accounting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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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系统缺省的 ISP 域 dm1，所有接入用户共用此缺省域的认证和计费方法。若用户登

录时输入的用户名未携带 ISP 域名，则使用缺省域下的认证方法。 
[Switch] domain default enable dm1 

 配置 Portal 认证 

# 配置 Portal 认证服务器：名称为 newpt，IP 地址为 192.168.0.111，密钥为明文 portal，
监听 Portal 报文的端口为 50100。 
[Switch] portal server newpt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ip 192.168.0.111 key simple portal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port 50100 

# 配置对 Portal 认证服务器 newpt 的探测功能：每次探测间隔时间为 40 秒，若服务器可达

状态改变，则发送日志信息。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server-detect timeout 40 log 

 

此处 timeout 取值应该大于等于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逃生心跳间隔时长。 

 

# 配置对 Portal 认证服务器 newpt 的 Portal 用户信息同步功能，检测用户同步报文的时间

间隔为 600 秒，如果设备中的某用户信息在 600 秒内未在该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发送的同步

报文中出现，设备将强制该用户下线。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user-sync timeout 600 

[Switch-portal-server-newpt] quit 

 

此处 timeout 取值应该大于等于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的用户心跳间隔时长。 

 

# 配置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为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Portal Web 服务

器的 URL 请与实际环境中的 Portal Web 服务器配置保持一致，此处仅为示例） 
[Switch] portal web-server newpt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url http://192.168.0.111:8080/portal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开启直接方式的 Portal 认证。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enable method direct 

# 开启 Portal 认证服务器 newpt 不可达时的 Portal 用户逃生功能。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fail-permit server newp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引用 Portal Web 服务器 newpt。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apply web-server newp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设置发送给 Portal 报文中的 BAS-IP 属性值为 2.2.2.1。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bas-ip 2.2.2.1 

[Switch–Vlan-interface100]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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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 

# 以上配置完成后，可以通过执行以下命令查看到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状态为 Up，说明当前 Portal
认证服务器可达。 
[Switch] display portal server newpt 

Portal server: newpt 

  Type                  : IMC 

  IP                    : 192.168.0.111 

  VPN instance          : Not configured 

  Port                  : 50100 

  Server Detection      : Timeout 40s  Action: log 

  User synchronization  : Timeout 600s 

  Status                : Up 

之后，若接入设备探测到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不可达了，可通过以上显示命令查看到 Portal 认证服务

器的状态为 Down，同时，设备会输出表示服务器不可达的日志信息“Portal server newpt turns down 
from up.”，并取消对该接口接入的用户的 Portal 认证，使得用户可以直接访问外部网络。 

1.21.8  使用本地Portal Web服务的直接Portal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用户主机与接入设备 Switch 直接相连，采用直接方式的 Portal 认证。用户通过手工配置或

DHCP获取的一个公网 IP地址进行认证，在通过Portal认证前，只能访问Portal Web服务器；

在通过 Portal 认证后，可以使用此 IP 地址访问非受限互联网资源。 

• Switch 同时承担 Portal Web 服务器和 Portal 认证服务器的职责。 

• 采用 RADIUS 服务器作为认证/计费服务器。 

•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使用 HTTP 协议，且 HTTP 服务侦听的 TCP 端口号为 2331。 

2. 组网图 

图1-13 使用本地 Portal Web 服务的直接 Portal 认证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按照组网图配置设备各接口的 IP 地址，保证启动 Portal 之前各主机、服务器和设备之间的路由可

达。 

完成 RADIUS 服务器上的配置，保证用户的认证/计费功能正常运行。 

按照自定义认证页面文件编辑规范，完成认证页面的编辑。并上传到设备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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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称为 rs1 的 RADIUS 方案并进入该方案视图。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radius scheme rs1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0.112 

[Switch-radius-rs1]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0.112 

[Switch-radius-r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radius 

[Switch-radius-r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radius 

#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 ISP 域名。 
[Switch-radius-r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Switch-radius-rs1] quit 

# 开启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 
[Switch] radius session-control enable 

(2)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称为 dm1 的 ISP 域。 
[Switch] domain dm1 

# 配置 ISP 域使用的 RADIUS 方案 rs1。 
[Switch-isp-dm1] authentic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authorization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accounting portal radius-scheme rs1 

[Switch-isp-dm1] quit 

# 配置系统缺省的 ISP 域 dm1，所有接入用户共用此缺省域的认证和计费方式。若用户登录

时输入的用户名未携带 ISP 域名，则使用缺省域下的认证方案。 
[Switch] domain default enable dm1 

(3) 配置 Portal 认证 

# 配置 Portal Web 服务器的 URL 为 http://2.2.2.1:2331/portal（Portal Web 服务器 URL 中的

IP地址可配置为设备上与客户端路由可达的三层接口 IP地址或除 127.0.0.1以外的 Loopback
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 portal web-server newpt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url http://2.2.2.1:2331/portal 

[Switch-portal-websvr-newpt] qui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开启直接方式的 Portal 认证。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enable method direct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引用 Portal Web 服务器 newpt。 
[Switch–Vlan-interface100] portal apply web-server newpt 

[Switch–Vlan-interface100] quit 

# 进入本地 Portal Web 服务视图，并指定使用 HTTP 协议和客户端交互认证信息。 
[Switch] portal local-web-server http 

#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提供的缺省认证页面文件为 abc.zip（设备的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下

必须已存在该认证页面文件，否则功能不生效）。 
[Switch–portal-local-websvr-http] default-logon-page abc.zip 

#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的 HTTP 服务侦听的 TCP 端口号为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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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portal-local-webserver-http] tcp-port 2331 

[Switch–portal-local-websvr-http] quit 

4. 验证配置 

# 以上配置完成后，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可查看 Portal 配置是否生效。 
[Switch] display portal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Portal information of Vlan-interface 100 

     Authorization                   Strict checking  

     ACL                             Disabled 

     User profile                    Disabled 

 IPv4: 

     Portal status: En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Direct 

     Portal web server: newpt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 Not configured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Mask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Mask 

IPv6: 

     Portal status: Disabled 

     Portal authentication method: Disabled 

     Portal web server: Not configured 

     Portal mac-trigger-server: Not configur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Not configured 

     User-dhcp-only: Disabled 

     Pre-auth IP pool: Not configured 

     Max Portal users: Not configured 

     Bas-ipv6: Not configured 

     User detection: Not configured 

     Action for server detection: 

         Server type    Server name                        Action 

         --             --                                 -- 

     Layer3 source network: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Destination authenticate subnet:  

         IP address                                        Prefix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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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地 Portal Web 服务进行 Portal 认证的组网环境中，只支持通过网页方式进行 Portal 认证。

用户在通过认证前，只能访问认证页面 http://2.2.2.1:2331/portal，且发起的 Web 访问均被重定向

到该认证页面，在通过认证后，可访问非受限的互联网资源。 

# Portal 用户认证通过后，可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查看 Switch 上生成的 Portal 在线用户信息。 
[Switch] display portal user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Total portal users： 1 

Username: abc 

  Portal server: newpt 

  State: Online 

  VPN instance: -- 

  MAC                IP                 VLAN   Interface 

  0015-e9a6-7cfe     2.2.2.2            100     Vlan-interface100 

  Authorization information: 

    IP pool: N/A 

    User profile: N/A 

    Session group profile: N/A 

    ACL: N/A 

    Inbound CAR: N/A 

    Outbound CAR: N/A 

1.22  Portal常见故障处理 

1.22.1  Portal用户认证时，没有弹出Portal认证页面 

1. 故障现象 

用户被强制去访问 iMC Portal 认证服务器时没有弹出 Portal 认证页面，也没有错误提示，登录的

Portal 认证服务器页面为空白。 

2. 故障分析 

接入设备上配置的 Portal 密钥和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配置的密钥不一致，导致 Portal 认证服务器报

文验证出错，Portal 认证服务器拒绝弹出认证页面。 

3. 处理过程 

使用 display portal server 命令查看接入设备上是否配置了 Portal 认证服务器密钥，若没有

配置密钥，请补充配置；若配置了密钥，请在 Portal 认证服务器视图中使用 ip 或 ipv6 命令修改

密钥，或者在Portal认证服务器上查看对应接入设备的密钥并修改密钥，直至两者的密钥设置一致。 

1.22.2  接入设备上无法强制Portal用户下线 

1. 故障现象 

用户通过 Portal 认证后，在接入设备上使用 portal delete-user 命令强制用户下线失败，但

是使用客户端的“断开”属性可以正常下线。 

2. 故障分析 

在接入设备上使用 portal delete-user 命令强制用户下线时，由接入设备主动发送下线通知报

文到 Portal 认证服务器，Portal 认证服务器会在指定的端口监听该报文（缺省为 50100），但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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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设备发送的下线通知报文的目的端口和 Portal 认证服务器真正的监听端口不一致，故 Portal 认证

服务器无法收到下线通知报文，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的用户无法下线。 

当使用客户端的“断开”属性让用户下线时，由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主动向接入设备发送下线请求，

其源端口为 50100，接入设备的下线应答报文的目的端口使用请求报文的源端口，避免了其配置上

的错误，使得Portal认证服务器可以收到下线应答报文，从而Portal认证服务器上的用户成功下线。 

3. 处理过程 

使用 display portal server 命令查看接入设备对应服务器的端口，并在系统视图中使用

portal server 命令修改服务器的端口，使其和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的监听端口一致。 

1.22.3  RADIUS服务器上无法强制Portal用户下线 

1. 故障现象 

接入设备使用 iMC 服务器作为 RADIUS 服务器对 Portal 用户进行身份认证，用户通过 Portal 认证

上线后，管理员无法在 RADIUS 服务器上强制 Portal 用户下线。 

2. 故障分析 

iMC 服务器使用 session control 报文向设备发送断开连接请求。接入设备上监听 session control
报文的 UDP 端口缺省是关闭的，因此无法接收 RADIUS 服务器发送的 Portal 用户下线请求。 

3. 处理过程 

查看接入设备上的 RADIUS session control 功能是否处于开启状态，若未开启，请在系统视图下执

行 radius session-control enable 命令开启。 

1.22.4  接入设备强制用户下线后，Portal认证服务器上还存在该用户 

1. 故障现象 

接入设备上通过命令行强制 Portal 用户下线后，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还存在该用户。 

2. 故障分析 

在接入设备上使用 portal delete-user 命令强制用户下线时，由接入设备主动发送下线通知报

文到 Portal 认证服务器，若接入设备主动发送的 Portal 报文携带的 BAS-IP/BAS-IPv6 属性值与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指定的设备 IP 地址不一致，Portal 认证服务器会将该下线通知报文丢弃。当接

入设备尝试发送该报文超时之后，会将该用户强制下线，但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由于并未成功接收

这样的通知报文，认为该用户依然在线。 

3. 处理过程 

在开启 Portal 认证的接口上配置 BAS-IP/BAS-IPv6 属性值，使其与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指定的设

备 IP 地址保持一致。 

1.22.5  二次地址分配认证用户无法成功上线 

1. 故障现象 

设备对用户采用二次地址分配认证方式的 Portal 认证，用户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且客户端先

后成功获取到了私网 IP 地址和公网的 IP 地址，但认证结果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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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分析 

在接入设备对用户进行二次地址分配认证过程中，当接入设备感知到客户端的 IP 地址更新之后，需

要主动发送 Portal 通知报文告知 Portal 认证服务器已检测到用户 IP 变化，当 Portal 认证服务器接

收到客户端以及接入设备发送的关于用户 IP 变化的通告后，才会通知客户端上线成功。若接入设备

主动发送的 Portal 报文携带的 BAS-IP/BAS-IPv6 属性值与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指定的设备 IP 地址

不一致时，Portal 认证服务器会将该 Portal 通知报文丢弃，因此会由于未及时收到用户 IP 变化的通

告认为用户认证失败。 

3. 处理过程 

在开启 Portal 认证的接口上配置 BAS-IP/BAS-IPv6 属性值，使其与 Portal 认证服务器上指定的设

备 IP 地址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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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b认证 

1.1  Web认证简介 

Web 认证是一种在二层以太网接口上通过网页方式对用户身份合法性进行认证的认证方法。在接入

设备的二层以太网接口上开启 Web 认证功能后，未认证用户上网时，接入设备强制用户登录到特

定站点，用户可免费访问其中的 Web 资源；当用户需要访问该特定站点之外的 Web 资源时，必须

在接入设备上进行认证，认证通过后可访问特定站点之外的 Web 资源。 

1.1.1  Web认证的优势 

Web 认证具体有如下优势： 

• 无需安装客户端软件，直接使用 Web 页面认证，使用方便。 

• 可为运营商提供方便的管理功能和业务拓展功能，例如运营商可以在认证页面上开展商业广

告、社区服务、信息发布等个性化业务。 

1.1.2  Web认证系统 

Web认证的典型组网方式如 图 1-1 所示，它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认证客户端、接入设备、本地Portal 
Web服务器、AAA服务器。 

图1-1 Web 认证系统组成示意图 

  

 

1. 认证客户端 

为运行 HTTP 协议的浏览器，发起 Web 认证。 

2. 接入设备 

提供接入服务的设备，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 

• 在认证之前，将用户的所有不符合免认证规则的 HTTP 请求都重定向到认证页面。 

• 在认证过程中，与 AAA 服务器交互，完成身份认证/授权/计费的功能。有关 AAA 的详细介绍

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 在认证通过后，允许用户访问被授权的网络资源。 

3. 本地Portal Web服务器 

本地 Portal Web 服务器集成在接入设备中，负责向认证客户端提供认证页面及其免费 Web 资源，

获取认证客户端的用户名、密码等认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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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AA服务器 

与接入设备进行交互，完成对用户的认证、授权和计费。目前支持的 AAA 服务器包括 RADIUS
（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In User Service，远程认证拨号用户服务）服务器和 LDAP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服务器： 

• RADIUS 可支持对 Web 认证用户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 

• LDAP 服务器可支持对 Web 认证用户进行认证。 

1.1.3  Web认证流程 

Web认证的具体认证过程如 图 1-2 所示。 

图1-2 Web 认证流程图 

 
 

(1) Web 认证用户首次访问 Web 资源的 HTTP 请求报文经过开启了 Web 认证功能的二层以太网

接口时，若此 HTTP 报文请求的内容为认证页面或设定的免费访问地址中的 Web 资源，则接

入设备允许此 HTTP 报文通过；若请求的内容为其他 Web 资源，则接入设备将此 HTTP 报文

重定向到认证页面，用户在认证页面上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来进行认证。 

(2) 接入设备与 AAA 服务器之间进行 RADIUS 协议报文的交互，对用户身份进行验证。 

(3) 若 RADIUS 认证成功，则接入设备上向客户端发送登录成功页面，通知客户端认证成功。否

则，接入设备上向客户端发送登录失败页面。 

1.1.4  Web认证支持VLAN下发 

1. 授权VLAN 

为了将受限的网络资源与未认证用户隔离，通常将受限的网络资源和未认证的用户划分到不同的

VLAN。Web 认证支持远程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下发授权不带 Tag 的 VLAN。当用户通过 Web 认

证后，远程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会将授权 VLAN 信息下发给接入设备上用户进行认证的端口，该

端口被加入到授权 VLAN 后，用户便可以访问此 VLAN 中的网络资源。若该 VLAN 不存在，则接入

设备首先创建 VLAN，而后端口将允许该 VLAN 的用户报文以不携带 tag 的方式通过。 

设备根据用户接入的端口链路类型，按如下情况将端口加入到下发的授权 VLAN 中： 

• 若用户从 Access 类型的端口接入，则端口离开当前 VLAN 并加入第一个通过认证的用户的授

权 VLAN 中。 

• 若用户从 Trunk 类型的端口接入，则设备允许下发的授权 VLAN 通过该端口，并且修改该端

口的缺省 VLAN 为第一个通过认证的用户的授权 VLAN。 

• 若用户从 Hybrid 类型的端口接入，则设备允许授权下发的授权 VLAN 以不携带 Tag 的方式通

过该端口，并且修改该端口的缺省 VLAN 为第一个通过认证的用户的授权 VLAN。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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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若该端口上使能了MAC VLAN功能，则设备将根据认证服务器/接入设备下发的授权VLAN
动态地创建基于用户 MAC 地址的 VLAN，而端口的缺省 VLAN 并不改变。 

2. Web认证Auth-Fail VLAN 

Web 认证 Auth-Fail VLAN 功能允许用户在认证失败的情况下访问某一特定 VLAN 中的资源，比如

病毒补丁服务器，存储客户端软件或杀毒软件的服务器，进行升级客户端或执行其他一些用户升级

程序。这个 VLAN 称为 Auth-Fail VLAN。 

Web 认证支持基于 MAC 地址的 Auth-Fail VLAN，二层以太网接口上配置了 Auth-Fail VLAN 后，

此接口将认证失败用户的 MAC 地址与 Auth-Fail VLAN 进行绑定生成相应的 MAC VLAN 表项，认

证失败的用户将会被加入 Auth-Fail VLAN 中。加入 Auth-Fail VLAN 中的用户可以访问该 VLAN 中

免认证 IP 的资源，但用户的所有访问非免认证 IP 的 HTTP 请求会被重定向到接入设备上的认证页

面进行认证，若用户仍然没有通过认证，则将继续处于 Auth-Fail VLAN 内；若认证成功，则该端口

会离开 Auth-Fail VLAN，之后端口加入 VLAN 情况与认证服务器是否下发授权 VLAN 有关，具体如

下： 

• 若认证服务器下发了授权 VLAN，则端口加入下发的授权 VLAN 中。 

• 若认证服务器未下发授权 VLAN，则端口回到缺省 VLAN 中。 

1.1.5  Web认证支持ACL下发 

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问控制列表）提供了控制用户访问网络资源和限制用户访问权限的

功能。当用户上线时，如果远程 AAA 服务器上或接入设备的本地用户视图下配置了授权 ACL，则

设备会根据远程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下发的授权 ACL 对用户所在端口的数据流进行控制。由于远

程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上指定的是授权 ACL 的编号，因此还需要在接入设备上创建该 ACL 并配

置对应的 ACL 规则。管理员可以通过随时改变远程 AAA 服务器/接入设备上授权 ACL 的编号或修

改接入设备上对应 ACL 的规则来灵活调整认证成功用户的访问权限。 

1.2  Web认证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用户加入授权 VLAN 或 Auth-Fail VLAN 后，需要自动申请或者手动更新客户端 IP 地址，以保证

可以与 Auth-Fail VLAN 中的资源互通。 

Web 认证可以成功授权的 ACL 类型为基本 ACL（ACL 编号为 2000～2999）、高级 ACL（ACL 编

号为 3000～3999）和二层 ACL（ACL 编号为 4000～4999）。但当下发的 ACL 不存在、未配置 ACL
规则或 ACL 规则配置了 counting、established、fragment、source-mac 或 logging 参数时，授权

ACL 不生效。有关 ACL 规则的具体介绍，请参见“ACL 和 QoS 命令参考”中的“ACL”。 

通常情况下，建议用户通过与接入设备直连来进行Web认证。但在某些特殊环境下有如 图 1-3 所示

组网，其中Device B作为接入设备，在端口Port B上开启Web认证功能对Host A、Host B、Host C
进行Web认证。此时，需要注意如下配置事项： 

• 若通过服务器向用户下发授权 VLAN，需保证 Device A 与 Device B 之间的链路类型为 Trunk，
且端口 Port A1、Port B 的 PVID 与服务器下发的授权 VLAN ID 相同。 

• 若不通过服务器向用户下发授权 VLAN，则仅需保证端口 Port A1、Port B 的 PVID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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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客户端与设备为非直连组网 

 
 

1.3  Web认证配置任务简介 

Web 认证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Web认证服务器 

(2) 配置本地 Portal 服务 

有关本地 Portal 服务功能的详细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Portal”。 

(3) 开启Web认证功能 

(4) （可选）配置Web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5) （可选）配置认证成功后页面跳转的时间间隔 

(6) （可选）配置Web认证用户免认证的目的IP地址 

(7) （可选）配置Web认证最大用户数 

(8) （可选）开启Web认证用户在线探测功能 

(9) （可选）配置Web认证的Auth-Fail VLAN 

(10) （可选）配置Web认证支持Web代理 

1.4  Web认证配置准备 

设备上的 Web 认证功能支持两种方式的 AAA 认证，在接入设备上进行本地 AAA 认证和通过 AAA
服务器进行远程 AAA 认证。 

当选用 RADIUS 服务器认证方式进行 Web 认证时，配置 Web 认证之前，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 RADIUS 服务器安装并配置成功，如创建相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 用户、接入设备和 RADIUS 服务器之间路由可达。 

• 在接入设备端进行 RADIUS 客户端的相关设置，保证接入设备和 RADIUS 服务器之间可进行

AAA 认证。 

当选用本地认证方式进行 Web 认证时，需要先在设备上配置本地用户。 

关于 RADIUS 客户端的以及本地用户的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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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配置Web认证服务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Web 认证使用本地 Portal Web 服务为认证用户提供认证页面，因此需要将接入设备上一个与 Web
认证客户端路由可达的三层接口的 IP 地址指定为 Web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建议使用设备上空闲

的 LoopBack 接口的 IP 地址，使用 LoopBack 接口有如下优点： 

• 状态稳定，可避免因为接口故障导致用户无法打开认证页面的问题。 

• 由于发送到 LoopBack 接口的报文不会被转发到网络中，当请求上线的用户数目较大时，可减

轻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配置的 Web 认证服务器的端口号必须与本地 Portal Web 服务中配置的侦听端口号保持一致。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Web 认证服务器，并进入 Web 认证服务器视图。 
web-auth server server-name 

(3) 配置 Web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 
ip ipv4-address port port-number 

(4) 配置 Web 认证服务器的重定向 URL。 
url url-string 

缺省情况下，Web 认证服务器下不存在重定向 URL。 

URL 中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必须与 Web 认证服务器中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保持一致。 

(5) （可选）配置设备重定向给用户的 URL 中携带的参数信息。 
url-parameter parameter-name { original-url | source-address | 
source-mac | value expression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设备重定向给用户的 URL 中携带的参数信息。 

1.6  开启Web认证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使 Web 认证功能正常运行，在接入设备的二层以太网接口上开启 Web 认证功能后，请不要再在

此接口上开启端口安全功能和配置端口安全模式。关于端口安全的相关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

导”中的“端口安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Web 认证功能，并指定引用的 Web 认证服务器。 
web-auth enable apply server serv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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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Web 认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  配置Web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1. 功能简介 

通过在接入设备的二层以太网接口上配置 Web 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可使得所有从该接口接入

的 Web 认证用户都被强制使用指定的认证域来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管理员可通过该配置对不

同接口上的 Web 认证用户使用不同的认证域，从而增加了管理员部署 Web 认证接入策略的灵活性。 

从指定二层以太网接口接入的 Web 认证用户将按照如下先后顺序选择认证域：接口上配置的 Web
认证用户使用的 ISP 域-->用户名中携带的 ISP 域-->系统缺省的 ISP 域-->设备上为未知域名的用户

指定的 ISP 域。如果根据以上原则决定的认证域在设备上不存在，用户将无法认证。关于 ISP 域的

相关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Web 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web-auth domain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未配置 Web 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 

1.8  配置认证成功后页面跳转的时间间隔 

1. 功能简介 

在某些应用环境中，例如，Web 认证用户认证成功并加入授权 VLAN 后，若客户端需要更新 IP 地

址，则需要保证认证页面跳转的时间间隔大于用户更新 IP 地址的时间，否则用户会因为 IP 地址还

未完成更新而无法打开指定的跳转网站页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 Web 认证功能的正常运行，

需要调整认证页面跳转的时间间隔。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Web 认证服务器，并进入 Web 认证服务器视图。 
web-auth server server-name 

(3) 配置认证成功后页面跳转的时间间隔。 
redirect-wait-time period 

缺省情况下，Web 认证用户认证成功后认证页面跳转的时间间隔为 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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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配置Web认证用户免认证的目的IP地址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免认证的目的 IP 地址，可以让用户无需通过 Web 认证即可访问该目的 IP 中的资源。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不要将 Web 认证用户免认证目的 IP 和 802.1X 的 Free IP 配置为相同的 IP，否则当取消其中

一项配置时，另一项配置也不再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Web 认证用户免认证的目的 IP 地址。 
web-auth free-ip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 Web 认证用户免认证目的 IP 地址。 

1.10  配置Web认证最大用户数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若配置的 Web 认证最大用户数小于当前已经在线的 Web 认证用户数，则配置可以执行成功，且在

线 Web 认证用户不受影响，但系统不允许新的 Web 认证用户接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Web 认证最大用户数。 
web-auth max-user max-number 

缺省情况下，Web 认证最大用户数为 1024。 

1.11  开启Web认证用户在线探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端口的 Web 认证用户的在线检测功能后，若设备在一个下线检测定时器间隔之内，未收到此

端口下某在线用户的报文，则将切断该用户的连接，同时通知 RADIUS 服务器停止对此用户进行计

费。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用户在线检测时间间隔时，需要与 MAC 地址老化时间配成相同时间，否则会导致用户异常下

线。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1-8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Web 认证用户在线探测功能。 
web-auth offline-detect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Web 认证用户在线探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2  配置Web认证的Auth-Fail 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开启 Web 认证的端口必须配置为 Hybrid 方式，并开启 MAC VLAN 功能，Auth-Fail VLAN 功

能才生效。 

• Auth-Fail VLAN 的网段需设为 Web 认证用户免认证的目的 IP 地址。 

• 禁止删除已被配置为Web认证Auth-Fail VLAN的VLAN。若要删除该VLAN，需先通过undo 

web-auth auth-fail vlan 命令取消 Web 认证的 Auth-Fail VLAN 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Web 认证的 Auth-Fail VLAN。 
web-auth auth-fail vlan authfail-vlan-id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 Web 认证的 Auth-Fail VLAN。 

1.13  配置Web认证支持Web代理 

1. 功能简介 

设备默认只允许未配置 Web 代理服务器的浏览器发起的 HTTP 请求才能触发 Web 认证。当用户上

网使用的浏览器配置了 Web 代理服务器时，用户的 HTTP 请求报文将被丢弃，而不能触发 Web 认

证。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管理员可以通过在设备上添加 Web 认证代理服务器的 TCP 端口号，来允

许配置了 Web 代理服务器的浏览器发起的 HTTP 请求也可以触发 Web 认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用户浏览器采用 WPAD（Web Proxy Auto-Discovery，Web 代理服务器自动发现）方式自动配

置 Web 代理，则需要进行以下操作： 

• 由网络管理员在设备上添加 Web 代理服务器端口，并将 WPAD 主机的 IP 地址配置为 Web 认

证用户免认证的目的 IP 地址。 

• 由用户在浏览器上将接入设备上 Web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加入到 Web 代理服务器的例外情

况中，使 Web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不使用 Web 代理服务器，避免 Web 认证用户发送给 Web
认证页面的 HTTP 报文被发送到 Web 代理服务器上，从而影响正常的 Web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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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允许触发 Web 认证的 Web 代理服务器端口。 
web-auth proxy port port-number 

多次配置本命令可以添加多个 Web 认证代理服务器的 TCP 端口号，其中任意一个端口号发

起的 HTTP 请求均可触发 Web 认证。 

1.14  Web认证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Web 认证功能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Web 认证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接口上Web认证置信息 display web-auth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所有Web认证用户免认证的目的IP地
址 

display web-auth free-ip 

显示所有Web认证服务器信息 display web-auth server [ server-name ] 

显示在线Web认证用户的信息 display web-auth user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lot slot-number ] 

 

1.15  Web认证典型配置举例 

1.15.1  使用本地AAA认证方式进行Web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主机与 Device 直接相连，在 Device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对用户进行 Web 认证。具

体要求如下： 

• 使用本地认证方式进行认证和授权。 

• Web 认证服务器的监听 IP 地址为 LoopBack 0 接口 IP 地址，TCP 端口号为 80。设备向 Web
认证用户推出自定义的认证页面，并使用 HTTP 协议传输认证数据。 

2. 组网图 

 

 

Loop0
20.20.0.1/24

DeviceHost
2.2.2.2/24

Vlan-int100
2.2.2.1/24

Internet
G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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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完成自定义缺省认证页面文件的编辑，将其压缩为名为 abc 的 Zip 文件，之后通过 FTP 等方

式上传到设备（略）。 

(2) 配置各接口加入相应 VLAN、对应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和接口类型（略）。 

(3) 配置本地用户 

# 添加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用户名为 localuser，密码为明文输入的 localpass。 
<Device>system-view 

[Device] local-user localuser class network 

[Device-luser-network-localuser] password simple localpass 

# 配置本地用户 localuser 的服务类型为 lan-access。 
[Device-luser-network-localuser] service-type lan-access 

[Device-luser-network-localuser] quit 

(4) 配置 IPS 域 

# 创建一个名称为 local 的 ISP 域，使用本地认证、授权和计费方法。 
[Device] domain local 

[Device-isp-local]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local 

[Device-isp-local]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local 

[Device-isp-local] accounting lan-access local 

[Device-isp-local] quit 

(5)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 

# 开启本地 Portal Web 服务，并进入基于 HTTP 协议的本地 Portal Web 服务视图。 
[Device] portal local-web-server http 

#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器提供的缺省认证页面文件为 abc.zip。（该自定义认证页面文件

需符合编辑规范，并存在于设备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下） 
[Device-portal-local-websvr-http] default-logon-page abc.zip 

#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的 HTTP 服务侦听的 TCP 端口号为 80。 
[Device–portal-local-websvr-http] tcp-port 80 

[Device-portal-local-websvr-http] quit 

(6) 配置 Web 认证 

# 创建名称为 user 的 Web 认证服务器，并进入其视图。 
[Device] web-auth server user 

# 配置 Web 认证服务器的重定向 URL 为 http://20.20.0.1:80/portal/。 
[Device-web-auth-server-user] url http://20.20.0.1:80/portal/ 

# 配置 Web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20.20.0.1，端口为 80。 
[Device-web-auth-server-user] ip 20.20.0.1 port 80 

[Device-web-auth-server-user] quit 

# 指定 Web 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为 local。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web-auth domain local 

# 开启 Web 认证，并指定引用的 Web 认证服务器为 user。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web-auth enable apply server user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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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举例 

以上配置完成且 Web 认证成功后，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可查看在线 Web 认证用户的信息。 
<Device> display web-auth user 

  Total online web-auth users: 1 

 

User Name: localuser 

  MAC address: acf1-df6c-f9ad 

  Acces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Initial VLAN: 100 

  Authorization VLAN: N/A 

  Authorization ACL ID: N/A 

  Authorization user profile: N/A 

1.15.2  使用RADIUS服务器远程AAA认证方式进行Web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主机与接入设备 Device 直接相连，接入设备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对用户进行 Web
认证。具体要求如下： 

• 使用远程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 

• Web 认证服务器的监听 IP 地址为 LoopBack 0 接口 IP 地址，TCP 端口号为 80。设备向 Portal
用户推出自定义的认证页面，并使用 HTTP 协议传输认证数据。 

2.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RADIUS 服务器，添加用户账户，保证用户的认证/授权/计费功能正常运行（略）。 

(2) 完成自定义缺省认证页面文件的编辑，将其压缩为名为 abc 的 Zip 文件，之后通过 FTP 等方

式上传到设备（略）。 

(3) 配置各接口加入相应 VLAN、对应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和接口类型，保证各主机、服务器和

设备之间路由可达（略）。 

(4)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名称为 rs1 的 RADIUS 方案并进入该方案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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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radius scheme rs1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Device-radius-r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0.112 

[Device-radius-rs1]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0.112 

[Device-radius-r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radius 

[Device-radius-r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radius 

#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 ISP 域名。 
[Device-radius-r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radius-rs1] quit 

(5)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称为 dm1 的 ISP 域。 
[Device] domain dm1 

# 配置 ISP 域使用的 RADIUS 方案 rs1。 
[Device-isp-dm1]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s1 

[Device-isp-dm1]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s1 

[Device-isp-dm1] accounting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s1 

[Device-isp-dm1] quit 

(6)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 

# 开启本地 Portal Web 服务，并进入基于 HTTP 协议的本地 Portal Web 服务视图。 
[Device] portal local-web-server http 

#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提供的缺省认证页面文件为 abc.zip（设备的存储介质的根目录下

必须已存在该认证页面文件，否则功能不生效）。 
[Device-portal-local-websvr-http] default-logon-page abc.zip 

#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的 HTTP 服务侦听的 TCP 端口号为 80。 
[Device–portal-local-websvr-http] tcp-port 80 

[Device-portal-local-websvr-http] quit 

(7) 配置 Web 认证 

# 创建名称为 user 的 Web 认证服务器，并进入其视图。 
[Device] web-auth server user 

# 配置 Web 认证服务器的重定向 URL 为 http://20.20.0.1:80/portal/。 
[Device-web-auth-server-user] url http://20.20.0.1:80/portal/ 

# 配置 Web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20.20.0.1，端口号为 80。 
[Device-web-auth-server-user] ip 20.20.0.1 port 80 

[Device-web-auth-server-user] quit 

# 指定 Web 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为 dm1。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web-auth domain dm1 

# 开启 Web 认证，并指定引用的 Web 认证服务器为 user。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web-auth enable apply server user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举例 

以上配置完成且 Web 认证成功后，通过执行以下显示命令可查看在线 Web 认证用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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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display web-auth user 

  Total online web-auth users: 1 

 

User Name: user1 

  MAC address: acf1-df6c-f9ad 

  Acces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Initial VLAN: 100 

  Authorization VLAN: N/A 

  Authorization ACL ID: N/A 

  Authorization user profile: N/A 

1.16  常见配置错误举例 

1.16.1  本地认证接口配置使用默认domain情况下，用户上线失败 

1. 故障现象 

在接口下未配置 ISP 域且其他配置均正确的情况下，用户通过浏览器上线，上线失败。 

2. 故障分析 

缺省情况下，开启 Web 认证的接口上未配置 Web 认证用户使用的认证域时，设备使用系统缺省的

system 域，其缺省认证方式是本地（local）。所以本地认证失败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修改了系

统缺省 system 域的认证方案，另一个是更改了系统缺省的 ISP 域。 

3. 处理过程 

使用 display domain 命令查看缺省域下是否配置了正确的本地认证方案。如果不正确，请重新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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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iple认证 

1.1  Triple认证简介 

Triple 认证是一种混合认证方案，它允许在接入用户的二层端口上同时开启 Web 认证、MAC 地址

认证和 802.1X 认证功能，使得选用其中任意一种方式进行认证的终端均可通过该端口接入网络。 

关于 802.1X、MAC 地址认证、Web 认证的详细介绍请分别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802.1X”、
“MAC 地址认证”和“Web 认证”。 

1.1.1  典型组网 

在终端形式多样的网络环境中，不同终端支持的接入认证方式有所不同。如 图 1-1 所示，有的终端

只能进行MAC地址认证（比如打印机终端）；有的终端安装了 802.1X客户端软件，可以进行 802.1X
认证；有的终端只希望通过Web访问进行认证。为了灵活地适应这种网络环境中的多种认证需求，

需要在接入用户的端口上部署Triple认证，使得用户可以选择任何一种适合的认证机制来进行认证，

且只需要成功通过一种方式的认证即可实现接入，无需通过多种认证。 

图1-1 Triple 认证典型应用组网图 

 

 

1.1.2  Triple认证机制 

当端口上同时开启了 802.1X 认证、MAC 地址认证和 Web 认证功能后，不同类型的终端报文可触

发不同的认证过程： 

• 终端网卡接入网络时，如果发送 ARP 报文或者 DHCP 报文（广播报文），则首先触发 MAC
地址认证。若 MAC 地址认证成功，则不需要再进行其它认证；若 MAC 地址认证失败，则允

许触发 802.1X 或者 Web 认证。 

• 如果终端使用系统自带的 802.1X 客户端或者第三方客户端软件发送 EAP 报文，或者在设备

开启单播触发功能的情况下终端发送任意报文，则触发 802.1X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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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终端发送 HTTP 报文，则触发 Web 认证。 

端口允许多种认证过程同时进行，且某一种认证失败不会影响同时进行的其它认证过程。一旦终端

通过某一种认证，其它认证过程的进行情况有所不同： 

• 如果终端首先通过 MAC 地址认证， Web 认证会立即终止，但 802.1X 认证仍会继续进行。如

果 802.1X 认证成功，则端口上生成的 802.1X 认证用户信息会覆盖已存在的 MAC 地址认证用

户信息。否则，用户依然保持 MAC 地址认证在线，且允许再次触发 802.1X 认证，但不能再

次触发 Web 认证。 

• 如果终端首先通过 802.1X 认证或者 Web 认证，则端口上其他认证会立即终止，且不能被再

次触发。 

1.1.3  Triple认证支持VLAN下发 

1. 授权VLAN 

服务器向通过认证的用户所在的端口下发授权 VLAN，端口将用户加入对应的授权 VLAN 中。 

2. 认证失败的VLAN 

用户认证失败后，端口将认证失败的用户加入已配置的认证失败的 VLAN 中： 

• 对于 802.1X 认证用户，认证失败的 VLAN 为端口上配置的 802.1X Auth-Fail VLAN。 

• 对于 Web 认证用户，认证失败的 VLAN 为端口上配置的 Web Auth-Fail VLAN。 

• 对于 MAC 地址认证用户，认证失败的 VLAN 为端口上配置的 Guest VLAN。 

端口支持同时配置多种认证失败的 VLAN，用户认证失败后加入各 VLAN 的优先级由高到低分别为：

802.1X 的 Auth-Fail VLAN、MAC 地址认证的 Guest VLAN、Web 认证的 Auth-Fail VLAN。也就是

说： 

• 如果 Web 认证失败的用户再进行 MAC 地址认证且认证失败，用户会立刻离开已加入的 Web
认证的 Auth-Fail VLAN，而加入端口上配置的 MAC 地址认证的 Guest VLAN。 

• 如果Web认证或MAC地址认证失败的用户再进行 802.1X认证且认证失败，用户会立刻离开

已加入的 Web Auth-Fail VLAN 或 MAC 地址认证的 Guest VLAN，而加入端口上配置的

802.1X Auth-Fail VLAN。 

3. 服务器不可达VLAN 

用户在认证过程中若因服务器不可达导致认证失败，则端口将用户加入已配置的服务器不可达

VLAN 中： 

• 对于 802.1X 认证用户，服务器不可达 VLAN 为端口上配置的 802.1X Critical VLAN。 

• 对于 Web 认证用户，服务器不可达 VLAN 为端口上配置的 Web Auth-Fail VLAN。 

• 对于 MAC 地址认证用户，服务器不可达 VLAN 为端口上配置的 Critical VLAN。 

端口支持同时配置多种服务器不可达 VLAN，用户因服务器不可达导致认证失败后加入各 VLAN 的

情况如下： 

• 若用户没有进行 802.1X 认证，则用户加入最后一次认证失败的服务器不可达 VLAN。 

• 如果Web认证或MAC地址认证失败的用户再进行 802.1X认证且认证失败，用户会立刻离开

已加入的Web Auth-Fail VLAN或MAC地址认证的Critical VLAN而加入端口上配置的802.1X 
Critical VLAN。 



 

1-3 

1.1.4  Triple认证支持ACL下发 

设备能够根据服务器下发的授权 ACL 对通过认证的用户所在端口的数据流进行控制；在服务器上配

置授权 ACL 之前，需要在设备上配置相应的规则。管理员可以通过改变服务器的授权 ACL 设置或

设备上对应的 ACL 规则来改变用户的访问权限。 

1.1.5  Triple认证支持在线用户探测功能 

对于不同的认证用户，其在线探测功能方式不同： 

• 对于 Web 认证用户，通过开启用户在线检测定时器来探测用户是否在线。 

• 对于 802.1X 认证用户，通过开启端口上的在线用户握手功能或者重认证功能来探测用户是否

在线。 

• 对于 MAC 地址认证用户，通过开启下线检测定时器，来探测用户是否在线。 

关于各扩展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分别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Web 认证”、“802.1X”、“MAC 地

址认证”。 

1.2  Triple认证配置限制和指导 

• 802.1X 认证必须配置为基于 MAC 的接入控制方式（macbased）。 

• 如果端口最终加入到 802.1X 或 MAC 地址认证失败的 VLAN 中，且设备上开启了 Web 认证，

则需要将 802.1X 或 MAC 地址认证失败 VLAN 所在的网段设为 Web 认证的免认证 IP。否则，

用户将无法访问认证失败 VLAN 中的资源。 

• 如果端口最终加入到 802.1X 或 MAC 地址认证服务器不可达 VLAN 中，且设备上开启了 Web
认证，则需要将 802.1X 或 MAC 地址认证服务器不可达 VLAN 所在的网段设为 Web 认证的免

认证 IP。否则，用户将无法访问服务器不可达 VLAN 中的资源。 

• 不要同时配置 Web 认证的免认证 IP 和 802.1X 的 Free IP，否则会使免认证 IP 不可用。 

1.3  配置Triple认证 

请根据实际组网环境至少选择以下一项进行配置。 

• 配置 802.1X 认证 

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的“802.1X”。 

• 配置 MAC 地址认证 

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的“MAC 地址认证”。 

• 配置 Web 认证 

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的“Web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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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riple认证典型配置举例 

1.4.1  Triple认证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2 所示，用户通过接入设备Device接入网络，要求在Device的二层端口上对所有用户进行统

一认证，且只要用户通过 802.1X认证、Web认证、MAC地址认证中的任何一种认证，即可接入网

络。具体需求如下： 

• 终端上静态配置属于 192.168.1.0/24 网段的 IP 地址； 

• 使用远程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且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

ISP 域名； 

• 本地 Web 认证服务器的监听 IP 地址为 4.4.4.4，设备向 Web 认证用户推出系统默认的认证页

面，并使用 HTTP 传输认证数据。 

2. 组网图 

图1-2 Triple 认证基本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主机、服务器和设备之间路由可达（略） 

(2) 配置 RADIUS 服务器 

保证用户的认证/授权/计费功能正常运行。本例中，RADIUS 服务器上配置一个 802.1X 用户

（帐户名为 userdot），一个 Web 认证用户（帐户名为 userpt），以及一个 MAC 地址认证用

户（帐户名、密码均为 Printer 的 MAC 地址 f07d6870725f）。 

(3) 配置 Web 认证 

# 配置端口属于 VLAN 及对应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略）。 

# 完成自定义缺省认证页面文件的编辑，将其压缩为名为 abc 的 Zip 文件，之后通过 FTP 等

方式上传到设备（略）。 

#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器使用 HTTP 协议，且使用 Portal Web 服务器提供的缺省认证页

面文件 abc.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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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portal local-web-server http 

[Device-portal-local-websvr-http] default-logon-page abc.zip 

[Device-portal-local-websvr-http]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 0 的 IP 地址为 4.4.4.4。 
[Device] interface loopback 0 

[Device-LoopBack0] ip address 4.4.4.4 32 

[Device-LoopBack0] quit 

# 创建名称为 webserver 的 Web 认证服务器，并进入其视图。 
[Device] web-auth server webserver 

# 配置 Web 认证服务器的重定向 URL 为 http://4.4.4.4/portal/。 
[Device-web-auth-server-webserver] url http://4.4.4.4/portal/ 

# 配置 Web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4.4.4.4，端口号为 80。 
[Device-web-auth-server-webserver] ip 4.4.4.4 port 80 

[Device-web-auth-server-webserver] quit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的 Web 认证，并指定引用的 Web 认证服务器为

webserver。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web-auth enable apply server webserver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配置 802.1X 认证 

# 开启全局 802.1X 认证。 
[Device] dot1x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的 802.1X 认证（必须为基于 MAC 的接入控制方式）。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port-method macbase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5) 配置 MAC 地址认证 

# 开启全局 MAC 地址认证。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的 MAC 地址认证。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mac-authentication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6)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并进入名字为 rs1 的 RADIUS 方案视图。 
[Device] radius scheme rs1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Device-radius-r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1.1.2 

[Device-radius-rs1] primary accounting 1.1.1.2 

[Device-radius-r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radius 

[Device-radius-r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radius 

#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 ISP 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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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radius-r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radius-rs1] quit 

(7)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字为 triple 的 ISP 域。 
[Device] domain triple 

# 配置 lan-access 用户使用 RADIUS 方案 rs1 进行认证、授权、计费。 
[Device-isp-triple]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s1 

[Device-isp-triple]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s1 

[Device-isp-triple] accounting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s1 

[Device-isp-triple] quit 

# 配置系统缺省的 ISP 域为 triple。若用户登录时输入的用户名未携带 ISP 域名，则使用缺省

域下的认证方案。 
[Device] domain default enable triple 

4. 验证配置 

# Web 用户 userpt 通过 Web 浏览器访问外部网络，其 Web 请求均被重定向到认证页面

http://4.4.4.4/portal/logon.html。用户根据网页提示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能够成功通过 Web
认证。通过 display web-auth user 命令查看已在线用户的信息。 
[Device] display web-auth user 

  Total online web-auth users: 1 

 

User Name: localuser 

  MAC address: acf1-df6c-f9ad 

  Acces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Initial VLAN: 8 

  Authorization VLAN: N/A 

  Authorization ACL ID: N/A 

  Authorization user profile: N/A 

# 打印机接入网络后，可成功通过 MAC 地址认证。通过 display mac-authentication 

connection 命令查看已在线用户的信息。 
Total connections: 1 

Slot ID: 1 

User MAC address: f07d-6870-725f 

Acces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Username: f07d6870725f 

User access state: Successful 

Authentication domain: triple 

Initial VLAN: 8 

Authorization untagged VLAN: N/A 

Authorization tagged VLAN: N/A 

Authorization VSI: N/A 

Authorization ACL ID: N/A 

Authorization user profile: N/A 

Authorization URL: N/A 

Termination action: Default 

Session timeout period: N/A 

Online from: 2015/01/04 18: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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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duration: 0h 0m 2s 

# 用户 userdot 通过 802.1X 客户端发起认证，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可成功通过 802.1X 认

证。通过 display dot1x connection 命令查看已在线用户的信息。 
[Device] display dot1x connection 

Total connections: 1 

Slot ID: 1 

User MAC address: 7446-a091-84fe 

Acces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Username: userdot 

User access state: Successful 

Authentication domain: triple 

IPv4 address: 192.168.1.2 

Authentication method: CHAP 

Initial VLAN: 8 

Authorization untagged VLAN: N/A 

Authorization tagged VLAN list: N/A 

Authorization VSI: N/A 

Authorization ACL ID: N/A 

Authorization user profile: N/A 

Authorization URL: N/A 

Termination action: Default 

Session timeout period: N/A 

Online from: 2015/01/04 18:13:01 

Online duration: 0h 0m 14s 

1.4.2  Triple认证配合VLAN下发及Auth-Fail VLAN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3 所示，用户通过接入设备Device接入网络，要求在Device的二层端口上对所有用户进行统

一认证，且只要用户通过 802.1X认证、Web认证、MAC地址认证中的任何一种认证，即可接入网

络。具体需求如下： 

• Web 认证用户通过 DHCP 动态获取 IP 地址，认证前使用 192.168.1.0/24 网段的 IP 地址，认

证成功后使用 3.3.3.0/24 网段的 IP 地址，认证失败后使用 2.2.2.0/24 网段的 IP 地址。 DHCP
服务器可由接入设备充当也可外置，本例中由接入设备提供 DHCP 服务。 

• 802.1X 用户在认证前通过 DHCP 动态获取 192.168.1.0/24 网段的 IP 地址，认证成功后通过

DHCP 动态获取 3.3.3.0/24 网段的 IP 地址，认证失败后通过 DHCP 动态获取 2.2.2.0/24 网段

的 IP 地址。 

• 打印机成功接入网络后通过DHCP获取一个与它的MAC地址静态绑定的 IP地址3.3.3.111/24。 

• 使用远程 RADIUS 服务器进行认证、授权和计费，且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

ISP 域名。 

• Web 认证服务器的监听 IP 地址为 4.4.4.4，设备向 Web 认证用户推出自定义的认证页面，并

使用 HTTP 协议传输认证数据。 

• 认证成功的用户可被授权加入 VLAN 3。 

• 认证失败的用户将被加入 VLAN 2，允许访问其中的 Update 服务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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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3 Triple 认证配合 VLAN 下发及 Auth-Fail VLAN 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主机、服务器和设备之间路由可达（略） 

(2) 配置 RADIUS 服务器 

保证用户的认证/授权/计费功能正常运行。本例中，RADIUS 服务器上配置一个 802.1X 用户

（帐户名为 userdot），一个 Web 认证用户（帐户名为 userpt），以及一个 MAC 地址认证用

户（帐户名、密码均为 Printer 的 MAC 地址 f07d6870725f），并配置授权 VLAN（VLAN 3）。 

(3) 设置 Update 服务器所在 IP 地址设为免认证 IP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web-auth free-ip 2.2.2.2 24 

(4) 上传自定义缺省认证页面 

完成自定义缺省认证页面文件的编辑，将其压缩为名为 abc 的 Zip 文件，之后通过 FTP 等方

式上传到设备。 

(5) 配置 DHCP 服务 

# 配置端口属于 VLAN 及对应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略）。 

# 开启 DHCP 服务。 
[Device] dhcp enable 

# 配置 Update server 的 IP 地址不参与自动分配。 
[Device]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2.2.2.2 

# 配置 DHCP 地址池 1（动态分配的网段、地址租用期限、网关地址）。建议配置较小的地址

租用期限，以缩短终端认证成功或失败后重新获取 IP 地址的时间。 
[Device] dhcp server ip-pool 1 

[Device-dhcp-pool-1] network 192.168.1.0 mask 255.255.255.0 

[Device-dhcp-pool-1] expired day 0 hour 0 minute 1 

[Device-dhcp-pool-1] gateway-list 192.168.1.1 

[Device-dhcp-pool-1] quit 

# 配置 DHCP 地址池 2（动态分配的网段、地址租用期限、网关地址）。建议配置较小的地址

租用期限，以缩短终端认证成功后重新获取 IP 地址的时间。 

IP network
Device

802.1X client

Printer

Web user

Update server
2.2.2.2/24

Vlan-int3
3.3.3.1/24

Vlan-int8
192.168.1.1/24

Vlan-int2
2.2.2.1/24

GE1/0/1

RADIUS server
1.1.1.2/24

Loop0
4.4.4.4/32

Vlan-int1
1.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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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dhcp server ip-pool 2 

[Device-dhcp-pool-2] network 2.2.2.0 mask 255.255.255.0 

[Device-dhcp-pool-2] expired day 0 hour 0 minute 1 

[Device-dhcp-pool-2] gateway-list 2.2.2.1 

[Device-dhcp-pool-2] quit 

# 配置 DHCP 地址池 3（动态分配的网段、地址租用期限、网关地址）。建议配置较小的地址

租用期限，以缩短终端下线后重新获取 IP 地址的时间。 
[Device] dhcp server ip-pool 3 

[Device-dhcp-pool-3] network 3.3.3.0 mask 255.255.255.0 

[Device-dhcp-pool-3] expired day 0 hour 0 minute 1 

[Device-dhcp-pool-3] gateway-list 3.3.3.1 

[Device-dhcp-pool-3] quit 

 

一般情况下，为缩小终端认证状态改变之后更新 IP 地址的时间，建议配置较小的地址租约期

限，使得前一个状态的 IP 地址租约尽快过期，以触发新的 IP 地址申请。但是，地址租用期限

的配置还要考虑终端的实现，例如 iNode 的 802.1X 客户端就可以选择在断开连接之后自动更

新终端 IP 地址，而不必等待租约过期来重获 IP 地址，因此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当前组网环境

合理调整取值。此处建议取值为 60s。 

 

# 配置 DHCP 地址池 4，将 MAC 地址为 f07d-6870-725f 的打印机与 IP 地址 3.3.3.111/24 绑

定。 
[Device] dhcp server ip-pool 4 

[Device-dhcp-pool-4] static-bind ip-address 3.3.3.111 mask 255.255.255.0 
client-identifier f07d-6870-725f 

[Device-dhcp-pool-4] quit 

(6) 配置 Web 认证 

# 配置本地 Portal Web 服务器使用 HTTP 协议，且使用 Portal Web 服务器提供的缺省认证页

面文件 defaultfile.zip。 
[Device] portal local-web-server http 

[Device-portal-local-websvr-http] default-logon-page defaultfile.zip 

[Device-portal-local-websvr-http] quit 

# 配置 LoopBack 接口 0 的 IP 地址为 4.4.4.4。 
[Device] interface loopback 0 

[Device-LoopBack0] ip address 4.4.4.4 32 

[Device-LoopBack0] quit 

# 创建名称为 webserver 的 Web 认证服务器，并进入其视图。 
[Device] web-auth server webserver 

# 配置 Web 认证服务器的重定向 URL 为 http://4.4.4.4/portal/。 
[Device-web-auth-server-webserver] url http://4.4.4.4/portal/ 

# 配置 Web 认证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4.4.4.4，端口号为 80。 
[Device-web-auth-server-webserver] ip 4.4.4.4 port 80 

[Device-web-auth-server-webserver] quit 

# 配置 Update 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免认证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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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web-auth free-ip 2.2.2.2 24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Web 认证，并配置认证失败的 VLAN 为 VLAN 2。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hybri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mac-vlan enable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web-auth enable apply server webserver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web-auth auth-fail vlan 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7) 配置 802.1X 认证 

# 开启全局 802.1X 认证。 
[Device] dot1x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 802.1X 认证（必须为基于 MAC 的接入控制方式），并配

置认证失败的 VLAN 为 VLAN 2。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port-method macbase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auth-fail vlan 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8) 配置 MAC 地址认证 

# 开启全局 MAC 地址认证。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 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 MAC 地址认证，并配置认证失败的 VLAN 为 VLAN 2。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mac-authentication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mac-authentication guest-vlan 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9) 配置 RADIUS 方案 

# 创建并进入名字为 rs1 的 RADIUS 方案视图。 
[Device] radius scheme rs1 

# 配置 RADIUS 方案的主认证和主计费服务器及其通信密钥。 
[Device-radius-rs1]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1.1.2 

[Device-radius-rs1] primary accounting 1.1.1.2 

[Device-radius-rs1]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radius 

[Device-radius-rs1] key accounting simple radius 

# 配置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用户名不携带 ISP 域名。 
[Device-radius-rs1]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radius-rs1] quit 

(10) 配置认证域 

# 创建并进入名字为 triple 的 ISP 域。 
[Device] domain triple 

# 配置 lan-access 用户使用 RADIUS 方案 rs1 进行认证、授权、计费。 
[Device-isp-triple]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s1 

[Device-isp-triple]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s1 

[Device-isp-triple] accounting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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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isp-triple] quit 

# 配置系统缺省的 ISP 域为 triple。若用户登录时输入的用户名未携带 ISP 域名，则使用缺省

域下的认证方案。 
[Device] domain default enable triple 

4. 验证配置 

# Web 用户 userpt 通过 Web 浏览器访问外部网络，其 Web 请求均被重定向到认证页面

http://4.4.4.4/portal/logon.html。用户根据网页提示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能够成功通过 Web
认证。通过 display web-auth user 命令查看已在线用户的信息。 
[Device] display web-auth user 

  Total online web-auth users: 1 

 

User Name: userpt 

  MAC address: 6805-ca17-4a0b 

  Acces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Initial VLAN: 8 

  Authorization VLAN: 3 

  Authorization ACL ID: N/A 

  Authorization user profile: N/A 

# 打印机接入网络后，可成功通过 MAC 地址认证。通过 display mac-authentication 

connection 命令查看已在线用户的信息。 
[Device] display mac-authentication connection 

Total connections: 1 

Slot ID: 1 

User MAC address: f07d-6870-725f 

Acces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Username: f07d6870725f 

User access state: Successful 

Authentication domain: triple 

Initial VLAN: 8 

Authorization untagged VLAN: 3 

Authorization tagged VLAN: N/A 

Authorization VSI: N/A 

Authorization ACL ID: N/A 

Authorization user profile: N/A 

Authorization URL: N/A 

Termination action: Default 

Session timeout period: N/A 

Online from: 2015/01/04 18:01:43 

Online duration: 0h 0m 2s 

# 用户 userdot 通过 802.1X 客户端发起认证，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可成功通过 802.1X 认

证。通过 display dot1x connection 命令查看已在线用户的信息。 
[Device] display dot1x connection 

Total connections: 1 

Slot ID: 1 

User MAC address: 7446-a091-84fe 

Acces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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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name: userdot 

User access state: Successful 

Authentication domain: triple 

IPv4 address: 3.3.3.3 

Authentication method: CHAP 

Initial VLAN: 8 

Authorization untagged VLAN: 3 

Authorization tagged VLAN list: N/A 

Authorization VSI: N/A 

Authorization ACL ID: N/A 

Authorization user profile: N/A 

Authorization URL: N/A 

Termination action: Default 

Session timeout period: N/A 

Online from: 2015/01/04 18:13:01 

Online duration: 0h 0m 14s 

# 通过 display mac-vlan all 命令查看到认证成功用户的 MAC VLAN 表项，该表项中记录了

加入授权 VLAN 的 MAC 地址与端口上生成的基于 MAC 的 VLAN 之间的对应关系。 
[Device] display mac-vlan all 

  The following MAC VLAN addresses exist: 

  S:Static  D:Dynamic 

  MAC ADDR         MASK             VLAN ID   PRIO   STATE 

  -------------------------------------------------------- 

  6805-ca17-4a0b   ffff-ffff-ffff   3         0      D 

  f07d-6870-725f   ffff-ffff-ffff   3         0      D 

  7446-a091-84fe   ffff-ffff-ffff   3         0      D 

  Total MAC VLAN address count:3 

# 通过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命令查看设备为在线用户分配的 IP 地址信息。 
[Device] display dhcp server ip-in-use 

IP address       Client-identifier/    Lease expiration          Type 

                  Hardware address 

 3.3.3.111        01f0-7d68-7072-5f     Jan  4 18:14:17 2015      Auto:(C) 

 3.3.3.2          0168-05ca-174a-0b     Jan  4 18:15:01 2015      Auto:(C) 

 3.3.3.3          0174-46a0-9184-fe     Jan  4 18:15:03 2015      Auto:(C) 

 

若用户认证失败，将被加入 VLAN 2 中，端口上生成的 MAC VLAN 表项及 IP 地址分配情况的查看

方式同上，此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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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端口安全 

1.1  端口安全简介 

端口安全通过对已有的 802.1X 认证和 MAC 地址认证进行融合和扩充，在端口上为使用不同认证方

式的用户提供基于 MAC 地址的网络接入控制。 

1.1.1  端口安全的主要功能 

• 通过检测端口收到的数据帧中的源 MAC 地址来控制非授权设备或主机对网络的访问。 

• 通过检测从端口发出的数据帧中的目的 MAC 地址来控制对非授权设备的访问。 

• 通过定义各种端口安全模式，控制端口上的MAC地址学习或定义端口上的组合认证方式，让

设备学习到合法的源 MAC 地址，以达到相应的网络管理效果。 

1.1.2  端口安全的特性 

1. Need To Know特性（NTK） 

Need To Know 特性通过检测从端口发出的数据帧的目的 MAC 地址，保证数据帧只能被发送到已经

通过认证或被端口学习到的 MAC 所属的设备或主机上，从而防止非法设备窃听网络数据。 

2. 入侵检测（Intrusion Protection）特性 

入侵检测特性对端口接收到的数据帧进行检测，源 MAC 地址未被端口学习到的报文或未通过认证

的报文，被认为是非法报文，如果发现非法报文，则对接收非法报文的端口采取相应的安全策略，

包括端口被暂时断开连接、永久断开连接或 MAC 地址被过滤（默认 3 分钟，不可配），以保证端口

的安全性。 

1.1.3  端口安全模式 

端口安全模式分为两大类：控制 MAC 学习类和认证类。 

• 控制MAC学习类：无需认证，包括端口自动学习MAC地址和禁止MAC地址学习两种模式。 

• 认证类：利用 MAC 地址认证和 802.1X 认证机制来实现，包括单独认证和组合认证等多种模

式。 

配置了安全模式的端口上收到用户报文后，首先查找MAC地址表，如果该报文的源MAC地址已经

存在于MAC地址表中，则端口转发该报文，否则根据端口所采用的安全模式进行MAC地址学习或

者触发相应的认证，并在发现非法报文后触发端口执行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Need To Know、入

侵检测）或发送Trap告警。缺省情况下，端口出方向的报文转发不受端口安全限制，若触发了端口

Need To Know，则才受相应限制。关于各模式的具体工作机制，以及是否触发Need To Know、入

侵检测的具体情况请参见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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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端口安全模式描述表 

端口安全采用方式 安全模式 触发的安全防护措施

关闭端口安全特性 
noRestrictions（缺省情况） 

表示端口的安全功能关闭，端口处于无限制状态 
无 

端口控制MAC地址学习 
autoLearn 

NTK/入侵检测 
secure 

端口采用802.1X认证 

userLogin 无 

userLoginSecure  

NTK/入侵检测 userLoginSecureExt 

userLoginWithOUI 

端口采用MAC地址认证 macAddressWithRadius NTK/入侵检测 

端口采用802.1X和MAC地址认

证组合认证 

Or 
macAddressOrUserLoginSecure 

NTK/入侵检测 
macAddressOrUserLoginSecureExt  

Else 
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  

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Ext  

 

由于安全模式种类较多，为便于记忆，部分端口安全模式的名称可按如下规则理解： 

• “userLogin”表示基于端口的802.1X认证。userLogin之后，若携带“Secure”，则表示基

于 MAC 地址的 802.1X 认证；若携带“Ext”，则表示可允许多个 802.1X 用户认证成功，否

则表示仅允许一个 802.1X 用户认证成功。 

• “macAddress”表示 MAC 地址认证。 

• “Else”之前的认证方式先被采用，失败后根据请求认证的报文协议类型决定是否转为

“Else”之后的认证方式。 

• “Or”之后的认证方式先被采用，失败后转为“Or”之前的认证方式。 

1. 端口控制MAC地址学习 

• autoLearn 

该模式下，端口不会将自动学习到的 MAC 地址添加为 MAC 地址表中的动态 MAC 地址，而

是将这些地址添加到安全 MAC 地址表中，称之为安全 MAC 地址。也可以通过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security 命令手工配置端口下的安全 MAC 地址。 

只有源 MAC 地址为安全 MAC 地址、通过命令 mac-address dynamic 或 mac-address 

static 手工配置的 MAC 地址的报文，才能通过该端口。当端口下的安全 MAC 地址数超过

端口安全允许学习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后，端口模式会自动转变为 secure 模式。之后，

该端口停止添加新的安全 MAC。 

• secure 

该模式下，禁止端口学习 MAC 地址，只有源 MAC 地址为端口上的安全 MAC 地址、通过命

令 mac-address dynamic 或 mac-address static 手工配置的 MAC 地址的报文，才

能通过该端口。有关 MAC 地址的详细配置，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中的“MAC 地

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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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端口采用 802.1X认证 

• userLogin 

此模式下，端口对接入用户采用基于端口的 802.1X 认证方式。端口下支持接入多个 802.1X
用户，且第一个 802.1X 用户认证成功后，其它用户无须认证就可接入。 

• userLoginSecure 

此模式下，端口对接入用户采用基于 MAC 地址的 802.1X 认证方式，且最多只允许一个

802.1X 认证用户接入。 

• userLoginSecureExt 

该模式与 userLoginSecure 模式类似，但端口支持多个 802.1X 认证用户接入。 

• userLoginWithOUI 

该模式与 userLoginSecure模式类似，但端口上除了允许一个 802.1X认证用户接入之外，还

额外允许一个特殊用户接入，该用户报文的源 MAC 的 OUI 与设备上配置的 OUI 值相符。 

此模式下，报文首先进行OUI匹配，OUI匹配失败的报文再进行 802.1X认证，OUI匹配成功

和 802.1X 认证成功的报文都允许通过端口。 

 

OUI（Organizationally Unique Identifier，全球统一标识符）是 MAC地址的前 24位（二进制），

是 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为不同

设备供应商分配的一个全球唯一的标识符。 

 

3. 端口采用MAC地址认证 

macAddressWithRadius：端口对接入用户采用 MAC 地址认证，且允许多个用户接入。 

4. 端口采用 802.1X和MAC地址认证组合认证 

• macAddressOrUserLoginSecure 

端口同时处于 userLoginSecure模式和macAddressWithRadius模式，且允许一个 802.1X认

证用户及多个 MAC 地址认证用户接入。 

此模式下，802.1X认证优先级大于MAC地址认证：报文首先触发 802.1X认证，默认情况下，

如果 802.1X 认证失败再进行 MAC 地址认证；若开启了端口的 MAC 地址认证和 802.1X 认证

并行处理功能，则端口配置了 802.1X 单播触发功能的情况下，当端口收到源 MAC 地址未知

的报文，会向该 MAC 地址单播发送 EAP-Request 帧来触发 802.1X 认证，但不等待 802.1X
认证处理完成，就同时进行 MAC 地址认证。 

• macAddressOrUserLoginSecureExt 

与 macAddressOrUserLoginSecure 类似，但允许端口下有多个 802.1X 和 MAC 地址认证用

户。 

• 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 

端口同时处于macAddressWithRadius模式和 userLoginSecure模式，但MAC地址认证优先

级大于 802.1X 认证。允许端口下一个 802.1X 认证用户及多个 MAC 地址认证用户接入。 

非 802.1X 报文直接进行 MAC 地址认证。802.1X 报文先进行 MAC 地址认证，如果 MAC 地

址认证失败再进行 802.1X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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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Ext  

与 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 类似，但允许端口下有多个 802.1X 和 MAC 地址认证

用户。 

1.2  端口安全配置限制和指导 

• 由于端口安全特性通过多种安全模式提供了 802.1X 和 MAC 地址认证的扩展和组合应用，因

此在需要灵活使用以上两种认证方式的组网环境下，推荐使用端口安全特性。无特殊组网要

求的情况下，无线环境中通常使用端口安全特性。而在仅需要 802.1X、MAC 地址认证特性

来完成接入控制的组网环境下，推荐单独使用相关特性。关于 802.1X、MAC 地址认证特性

的详细介绍和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802.1X”、“MAC 地址认证”。 

• 仅支持在二层以太网接口上配置端口安全功能，且不支持在二层聚合组的成员端口上开启端

口安全功能。 

1.3  端口安全配置任务简介 

端口安全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端口安全基本功能 

 使能端口安全 

 配置端口安全模式 

 配置端口安全允许的最大安全MAC地址数 

 配置安全MAC地址 

 （可选）配置Need To Know特性 

 （可选）配置入侵检测特性 

(2) （可选）配置端口安全扩展功能 

 配置当前端口不应用下发的授权信息 

 配置允许MAC迁移功能 

 配置授权失败用户下线功能 

 配置指定VLAN内端口安全功能允许同时接入的最大MAC地址数 

 配置开放认证模式 

 配置NAS-ID Profile 

以上端口安全扩展功能，在未使能端口安全，但开启 802.1X 或 MAC 地址认证功能的情况下

也适用。 

(3) （可选）配置端口安全告警功能 

(4) （可选）配置端口安全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 

1.4  使能端口安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当端口安全处于使能状态时，不能开启端口上的 802.1X 以及 MAC 地址认证，且不能修改

802.1X 端口接入控制方式和端口授权状态，它们只能随端口安全模式的改变由系统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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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 undo port-security enable 命令关闭端口安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端口上

有用户在线的情况下，关闭端口会导致在线用户下线。 

• 执行使能或关闭端口安全的命令后，端口上的如下配置会被自动恢复为以下缺省情况： 

 802.1X 端口接入控制方式为 macbased； 

 802.1X 端口的授权状态为 auto。 

有关 802.1X 认证配置的详细介绍可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802.1X”。有关 MAC 地址认证配

置的详细介绍可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MAC 地址认证”。 

2. 配置准备 

在使能端口安全之前，需要关闭全局的 802.1X 和 MAC 地址认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使能端口安全。 
port-security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安全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  配置端口安全模式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在端口安全未使能的情况下，端口安全模式可以进行配置但不会生效。 

• 端口上有用户在线的情况下，改变端口的安全模式会导致在线用户会下线。 

• 如果端口上已经配置了端口安全模式，则不允许开启 802.1X 认证和 MAC 地址认证。 

• 当端口安全已经使能且当前端口安全模式不是 noRestrictions 时，若要改变端口安全模式，

必须首先执行 undo port-security port-mode 命令恢复端口安全模式为 noRestrictions
模式。 

• 端口安全模式为 macAddressWithRadius、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
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Ext、userLoginSecure、userLoginSecureExt、
macAddressOrUserLoginSecure、macAddressOrUserLoginSecureExt 或
userLoginWithOUI 时，设备支持 RADIUS 扩展属性下发重定向 URL。即：用户认证后，设备

会根据 RADIUS 服务器下发的重定向 URL 属性，将用户的 HTTP 或 HTTPS 请求重定向到指

定的 Web 认证页面。Web 认证通过后，RADIUS 服务器记录用户的 MAC 地址，并通过 DM
报文强制 Web 用户下线。此后该用户再次发起 802.1X 认证或 MAC 地址认证，由于 RADIUS
服务器上已记录该用户和其 MAC 地址的对应信息，用户可以成功上线。 

• 若需要对用户的 HTTPS 请求进行重定向，需要在设备上配置对 HTTPS 报文进行重定向的内

部侦听端口号，具体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HTTP 重定向”。 

2. 配置准备 

在配置端口安全模式之前，端口上首先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802.1X 认证关闭。 

• MAC 地址认证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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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autoLearn 模式，还需要提前设置端口安全允许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但是如果端口

已经工作在 autoLearn 模式下，则无法更改端口安全允许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允许通过认证的用户 OUI 值。 
port-security oui index index-value mac-address oui-value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允许通过认证的用户 OUI 值。 

该命令仅在端口安全模式为 userLoginWithOUI 时必选。在这种情况下，端口除了可以允许一

个 802.1X 的接入用户通过认证之外，仅允许一个与某 OUI 值匹配的用户通过认证。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配置端口的安全模式。 
port-security port-mode { autolearn | mac-authentication | 
mac-else-userlogin-secure | mac-else-userlogin-secure-ext | secure | 

userlogin | userlogin-secure | userlogin-secure-ext | 

userlogin-secure-or-mac | userlogin-secure-or-mac-ext | 

userlogin-withoui } 

缺省情况下，端口处于 noRestrictions 模式。 

1.6  配置端口安全允许的最大安全MAC地址数 

1. 功能简介 

端口安全允许某个端口下有多个用户接入，但是允许的用户数不能超过规定的最大值。 

配置端口允许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有两个作用： 

• 控制端口允许接入网络的最大用户数。对于采用 802.1X、MAC 地址认证或者两者组合形式的

认证类安全模式，端口允许的最大用户数取本命令配置的值与相应模式下允许认证用户数的

最小值； 

• 控制 autoLearn 模式下端口能够添加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如果配置了 vlan关键字，但

未指定具体的 vlan-id-list时，可控制接口允许的每个 VLAN 内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

否则表示控制指定 vlan-id-list 内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 

端口安全允许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与“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MAC 地址表”中配置的

端口最多可以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无关，且不受其影响。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安全允许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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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security max-mac-count max-count [ vlan [ vlan-id-list ] ] 

缺省情况下，端口安全不限制本端口可保存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 

1.7  配置安全MAC地址 

1.7.1  功能简介 

安全 MAC 地址是一种特殊的 MAC 地址，保存配置后重启设备，不会丢失。在同一个 VLAN 内，

一个安全 MAC 地址只能被添加到一个端口上。 

安全 MAC 地址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生成： 

• 由 autoLearn 安全模式下的使能端口安全功能的端口自动学习。 

• 通过命令行手动添加。 

缺省情况下，所有的安全 MAC 地址均不老化，除非被管理员通过命令行手工删除，或因为配置的

改变（端口的安全模式被改变，或端口安全功能被关闭）而被系统自动删除。但是，安全 MAC 地

址不老化会带来一些问题：合法用户离开端口后，若有非法用户仿冒合法用户源 MAC 接入，会导

致合法用户不能继续接入；虽然该合法用户已离开，但仍然占用端口 MAC 地址资源，而导致其它

合法用户不能接入。因此，让某一类安全 MAC 地址能够定期老化，可提高端口接入的安全性和端

口资源的利用率。 

表1-2 安全 MAC 地址相关属性列表 

类型 生成方式 配置保存机制 老化机制 

静态 手工添加（未指定sticky
关键字） 

安全MAC地址在保存配置文件

并重启设备后，仍然存在 不老化 

Sticky 
手工添加（指定sticky
关键字），或端口自动学

习 

Sticky MAC地址在保存配置文

件并重启设备后，仍然存在，且

其老化定时器会重新开始计时 

Sticky MAC地址可通过配置转

换为动态类型的MAC地址。动

态类型的安全MAC地址不能被

保存在配置文件中，设备重启后

会被丢失 

支持两种老化机制： 

• 定时老化。若老化时间为 0，则

表示不老化（缺省） 

• 无流量老化。设备会定期检测端

口上的安全MAC地址是否有流

量产生，若某安全 MAC 地址在

配置的 Sticky MAC 地址老化时

间内没有任何流量产生，则才会

被老化 

 

当端口下的安全 MAC 地址数目超过端口允许学习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后，端口安全模式变为

secure 模式。该模式下，禁止端口学习 MAC 地址，只有源 MAC 地址为端口上的安全 MAC 地址或

通过命令 mac-address dynamic 或 mac-address static 手工配置的 MAC 地址的报文，才

能通过该端口。 

1.7.2  配置准备 

在配置安全 MAC 地址之前，需要完成以下配置任务： 

• 设置端口安全允许的最大 MAC 地址数。 

• 配置端口安全模式为 autoLearn。 

• 当前的接口必须允许指定的 VLAN 通过或已加入该 VLAN，且该 VLAN 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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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添加安全MAC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安全 MAC 地址的老化时间。 
port-security timer autolearn aging [ second ] time-value 

缺省情况下，安全 MAC 地址不会老化。 

(3) 在系统视图或接口视图下配置安全 MAC 地址。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安全 MAC 地址。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security [ sticky ] mac-address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vlan vlan-id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安全 MAC 地址。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security [ sticky ] mac-address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安全 MAC 地址。 

与相同 VLAN 绑定的同一个 MAC 地址不允许同时指定为静态类型的安全 MAC 地址和 Sticky 
MAC 地址。 

1.7.4  配置安全MAC地址为无流量老化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安全地址的老化方式为无流量老化。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aging-type inactivity 

缺省情况下，安全 MAC 地址按照固定时间进行老化，即在配置的安全 MAC 地址的老化时间

到达后立即老化。 

1.7.5  将Sticky MAC地址设置为动态类型的安全MAC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将 Sticky MAC 地址设置为动态类型的安全 MAC 地址。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dynamic 

缺省情况下，Sticky MAC 地址能够被保存在配置文件中，设备重启后也不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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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配置Need To Know特性 

1. 配置步骤 

Need To Know 特性用来限制认证端口上出方向的报文转发，可支持以下三种限制方式： 

• ntkonly：仅允许目的 MAC 地址为已通过认证的 MAC 地址的单播报文通过。 

• ntk-withbroadcasts：允许目的 MAC 地址为已通过认证的 MAC 地址的单播报文或广播

地址的报文通过。 

• ntk-withmulticasts：允许目的 MAC 地址为已通过认证的 MAC 地址的单播报文，广播

地址或组播地址的报文通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了 Need To Know的端口在以上任何一种方式下都不允许目的 MAC地址未知的单播报文通过。 

并非所有的端口安全模式都支持Need To Know特性，配置时需要先了解各模式对此特性的支持情

况，具体请参见 表 1-1。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 Need To Know 特性。 
port-security ntk-mode { ntk-withbroadcasts | ntk-withmulticasts | 
ntkonly } 

缺省情况下，端口没有配置 Need To Know 特性，即所有报文都可成功发送。 

1.9  配置入侵检测特性 

1. 功能简介 

当设备检测到一个非法的用户通过端口试图访问网络时，入侵检测特性用于配置设备可能对其采取

的安全措施，包括以下三种方式： 

• blockmac：表示将非法报文的源 MAC 地址加入阻塞 MAC 地址列表中，源 MAC 地址为阻塞

MAC 地址的报文将被丢弃。此 MAC 地址在被阻塞 3 分钟（系统默认，不可配）后恢复正常。 

• disableport：表示将收到非法报文的端口永久关闭。 

• disableport-temporarily：表示将收到非法报文的端口暂时关闭一段时间。关闭时长

可通过 port-security timer disableport 命令配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 或 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Ext 安全模式下工作的端

口，对于同一个报文，只有 MAC 地址认证和 802.1X 认证均失败后，才会触发入侵检测特性。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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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入侵检测特性 。 
port-security intrusion-mode { blockmac | disableport | 
disableport-temporarily } 

缺省情况下，不进行入侵检测处理。 

(4) （可选）依次执行以下命令配置系统暂时关闭端口的时间。 
quit 

port-security timer disableport time-value 

缺省情况下，系统暂时关闭端口的时间为 20 秒。 

1.10  配置当前端口不应用下发的授权信息 

1. 功能简介 

802.1X 用户或 MAC 地址认证用户通过本地认证或 RADIUS 认证时，本地设备或远程 RADIUS 服

务器会把授权信息下发给用户。通过此配置可实现端口是否忽略这类下发的授权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当前端口不应用 RADIUS 服务器或设备本地下发的授权信息。 
port-security authorization ignore 

缺省情况下，端口应用 RADIUS 服务器或设备本地下发的授权信息。 

1.11  配置允许MAC迁移功能 

1. 功能简介 

允许 MAC 迁移功能是指，允许在线的 802.1X 用户或 MAC 地址认证用户移动到设备的其它端口上

接入后可以重新认证上线。缺省情况下，如果用户从某一端口上线成功，则该用户在未从当前端口

下线的情况下无法在设备的其它端口上（无论该端口是否与当前端口属于同一 VLAN）发起认证，

也无法上线。若开启了允许 MAC 地址迁移功能，则允许在线用户离开当前端口在设备的其它端口

上（无论该端口是否与当前端口属于同一 VLAN）发起认证。如果该用户在后接入的端口上认证成

功，则当前端口会将该用户立即进行下线处理，保证该用户仅在一个端口上处于上线状态。如果服

务器在线用户数已达到上限，将无法进行 MAC 地址迁移。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通常，不建议开启该功能，只有在用户漫游迁移需求的情况下建议开启此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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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开启允许 MAC 迁移功能。 
port-security mac-move permit 

缺省情况下，允许 MAC 迁移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2  配置授权失败用户下线功能 

1. 功能简介 

接口上开启授权失败用户下线功能后，当服务器下发的授权信息（目前仅支持 ACL、User Profile）
在设备上不存在或者设备下发授权信息失败时，设备将强制用户下线。该功能用于配合服务器上的

用户授权控制策略，它仅允许接口上成功下发了授权信息的用户在线。 

对于授权 VLAN 失败的情况，设备会直接让用户直接下线，与此功能无关。 

开启本功能时： 

• 若不指定任何参数，用户下线之后，设备再次收到该用户的报文就对其进行认证处理。 

• 若指定 quiet-period 参数，则表示开启用户授权失败下线静默功能。用户下线后，设备将

其加入对应认证类型的静默队列，并根据对应认证类型的静默定时器的值来确定用户认证失

败以后，设备停止对其提供认证服务的时间间隔。在静默期间，设备不对来自认证失败用户

的报文进行认证处理，直接丢弃；静默期后，设备再次收到该用户的报文，则对其进行认证

处理。 

2. 配置准备 

若开启本功能时指定了 quiet-period 参数则需要先完成如下配置： 

• 对于 802.1X 用户，通过 dot1x quiet-period 命令开启 802.1X 认证静默定时器功能，并

通过 dot1x timer quiet-period 命令设置静默定时器的值。 

• 对于 MAC 地址认证用户，通过 mac-authentication timer quiet 命令配置 MAC 地址

认证静默定时器的值。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授权失败用户下线功能。 
port-security authorization-fail offline [ quiet-period ] 

缺省情况下，授权失败用户下线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即授权失败后用户保持在线。 

1.13  配置指定VLAN内端口安全功能允许同时接入的最大MAC地址数 

1. 功能简介 

通常情况下，端口上端口安全功能允许接入的 MAC 地址包括： 

• 端口上 MAC 地址认证成功用户的 MAC 地址；MAC 地址认证 Guest VLAN、Critical VLAN 中

用户的 MAC 地址。 

• 802.1X 认证成功用户的 MAC 地址；802.1X 认证 Guest VLAN、Auth-Fail VLAN、Critical 
VLAN 中用户的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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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系统资源有限，如果当前端口上允许接入的 MAC 地址数过多，接入 MAC 地址之间会发生资源

的争用，因此适当地配置端口安全功能允许同时接入的最大 MAC 地址数可以使属于当前端口的用

户获得可靠的性能保障。当指定 VLAN 内，端口允许接入的 MAC 地址数超过最大值后，该 VLAN
内新接入的 MAC 地址将被拒绝。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的端口上指定 VLAN 内端口安全功能允许同时接入的最大 MAC 地址数，不能小于当前端口上

相应 VLAN 已存在的 MAC 地址数；否则，本次配置不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指定 VLAN 内端口安全功能允许同时接入的最大 MAC 地址数。 
port-security mac-limit max-number per-vlan vlan-id-list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端口安全功能允许同时接入的最大 MAC 地址数为 2147483647。 

1.14  配置开放认证模式 

1. 功能简介 

开启开放认证模式后，端口上的 802.1X、MAC 地址认证用户在接入时即使接入信息不正确（包含

不存在的用户名或者错误的密码两种情况）也可以正常接入并访问网络。在这种模式下接入的用户

被称为 open 用户，此类用户不支持授权和计费，但可通过 display dot1x connection open、

display mac-authentication connection open 命令可以查看用户信息。当开启端口安

全的开放认证模式后，不影响接入信息正确的用户正常上线，此类不属于 open 用户。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开启了全局端口安全的开放认证模式后，开放认证模式在所有端口生效；未开启全局端口安

全开放认证模式时，开放认证模式以端口上配置为准。 

• 开放认证模式优先级低于 802.1X 的 Auth-Fail VLAN 和 MAC 地址认证的 Guest VLAN，即如

果端口上配置了 802.1X 的 Auth-Fail VLAN 或 MAC 地址认证的 Guest VLAN，密码错误的接

入用户会加入认证失败 VLAN，开放认证模式不生效。有关 802.1X、MAC 地址认证的详细介

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802.1X”和“MAC 地址认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全局开放认证模式。 
port-security authentication open global 

缺省情况下，全局端口安全的开放认证模式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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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端口开放认证模式。 
port-security authentication open 

缺省情况下，接口端口安全的开放认证模式处于关闭状态。 

1.15  配置NAS-ID Profile 

1. 功能简介 

用户的接入 VLAN 可标识用户的接入位置，而在某些应用环境中，网络运营商需要使用接入设备发

送给 RADIUS 服务器的 NAS-Identifier 属性值来标识用户的接入位置，因此接入设备上需要建立用

户接入 VLAN 与指定的 NAS-ID 之间的绑定关系。这样，当用户上线时，设备会将与用户接入 VLAN
匹配的 NAS-ID 填充在 RADIUS 请求报文中的 NAS-Identifier 属性中发送给 RADIUS 服务器。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NAS-ID Profile 可以在系统视图下或者接口视图下进行配置，接口上的配置优先，若接口上没有配

置，则使用系统视图下的全局配置。 

如果指定了 NAS-ID Profile，则此 Profile 中定义的绑定关系优先使用；如果未指定 NAS-ID Profile
或指定的 Profile 中没有找到匹配的绑定关系，则使用设备名作为 NAS-ID。 

NAS-ID 与 VLAN 的绑定关系的配置请参考“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在系统视图或接口视图下指定引用的 NAS-ID Profile。 

 系统视图下指定引用的 NAS-ID Profile。 
port-security nas-id-profile profile-name 

 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接口视图下指定引用的 NAS-ID Profil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port-security nas-id-profile profile-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引用的 NAS-ID Profile。 

1.16  配置端口安全告警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端口安全告警功能后，该模块会生成告警信息，用于报告该模块的重要事件。生成的告警信息

将发送到设备的 SNMP 模块，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告警信息输出的相

关属性。有关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打开指定告警信息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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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agent trap enable port-security [ address-learned | dot1x-failure 
| dot1x-logoff | dot1x-logon | intrusion | mac-auth-failure | 
mac-auth-logoff | mac-auth-logon ] * 

缺省情况下，所有告警信息的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1.17  配置端口安全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 

1. 功能简介 

端口安全接入用户日志信息是为了满足网络管理员维护的需要，对用户的接入信息进行记录。设备

生成的端口安全日志信息会交给信息中心模块处理，信息中心模块的配置将决定日志信息的发送规

则和发送方向。关于信息中心的详细描述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防止设备输出过多的端口安全接入用户日志信息，一般情况下建议关闭此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端口安全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 
port-security access-user log enable [ failed-authorization | 

mac-learning | violation ] * 
缺省情况下，端口安全接入用户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配置本命令时，如果未指定任何参数，将同时开启所有参数对应的日志功能。 

1.18  端口安全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端口安全的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3 端口安全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端口安全的配置信息、运行情况和统

计信息 
display port-security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安全MAC地址信息 
display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security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vlan 
vlan-id ] [ count ] 

显示阻塞MAC地址信息 
display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block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vlan vlan-id ] 
[ c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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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端口安全典型配置举例 

1.19.1  端口安全autoLearn模式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 Device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对接入用户做如下的限制： 

• 允许 64 个用户自由接入，不进行认证，将学习到的用户 MAC 地址添加为 Sticky MAC 地址，

老化时间为 30 分钟； 

• 当安全 MAC 地址数量达到 64 后，停止学习；当再有新的 MAC 地址接入时，触发入侵检测，

并将此端口关闭 30 秒。 

2. 组网图 

图1-1 端口安全 autoLearn 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使能端口安全。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port-security enable 

# 设置安全 MAC 地址的老化时间为 30 分钟。 
[Device] port-security timer autolearn aging 30 

# 设置端口安全允许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为 64。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max-mac-count 64 

# 设置端口安全模式为 autoLearn。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port-mode autolearn 

# 设置触发入侵检测特性后的保护动作为暂时关闭端口，关闭时间为 30 秒。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intrusion-mode disableport-temporarily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 port-security timer disableport 30 

4. 验证配置 

上述配置完成后，可以使用如下显示命令查看端口安全的配置情况。 
[Device] display port-securit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Global port security parameters: 

   Port security          : Enabled 

   AutoLearn aging time   : 30 min 

   Disableport timeout    : 30 s 

   MAC move               : Denied 

Internet

Device

GE1/0/1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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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zation fail     : Online 

   NAS-ID profile         : Not configured 

   Dot1x-failure trap     : Disabled 

   Dot1x-logon trap       : Disabled 

   Dot1x-logoff trap      : Disabled 

   Intrusion trap         : Disabled 

   Address-learned trap   : Disabled 

   Mac-auth-failure trap  : Disabled 

   Mac-auth-logon trap    : Disabled 

   Mac-auth-logoff trap   : Disabled 

   Open authentication    : Disabled 

   OUI value list         : 

    Index :  1           Value : 123401 

 

 GigabitEthernet1/0/1 is link-up 

   Port mode                      : autoLearn 

   NeedToKnow mode                : Disabled 

   Intrusion protection mode      : DisablePortTemporarily  

   Security MAC address attribute 

       Learning mode              : Sticky 

       Aging type                 : Periodical 

   Max secure MAC addresses       : 64 

   Current secure MAC addresses   : 0 

   Authorization                  : Permitted 

   NAS-ID profile                 : Not configured 

   Free VLANs                     : Not configured 

   Open authentication            : Disabled 

可以看到端口安全所允许的最大安全 MAC 地址数为 64，端口模式为 autoLearn，入侵检测保护动

作为 DisablePortTemporarily，入侵发生后端口被禁用时间为 30 秒。 

配置生效后，端口允许地址学习，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可在上述显示信息的“Current number of 
secure MAC addresses”字段查看到，具体的 MAC 地址信息可以在接口视图下用 display this

命令查看。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isplay this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max-mac-count 64 

 port-security port-mode autolearn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security sticky 0002-0000-0015 vlan 1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security sticky 0002-0000-0014 vlan 1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security sticky 0002-0000-0013 vlan 1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security sticky 0002-0000-0012 vlan 1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security sticky 0002-0000-0011 vlan 1 

# 

当学习到的 MAC 地址数达到 64 后，用命令 display port-security interface 可以看到

端口模式变为 secure，再有新的 MAC 地址到达将触发入侵保护，可以通过命令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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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看到此端口关闭。30 秒后，端口状态恢复。此时，如果手动删除几条安全 MAC 地址

后，端口安全的状态重新恢复为 autoLearn，可以继续学习 MAC 地址。 

1.19.2  端口安全userLoginWithOUI模式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客户端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到 Device 上，Device 通过 RADIUS 服务器对客户端进

行身份认证，如果认证成功，客户端被授权允许访问 Internet 资源。 

• IP 地址为 192.168.1.2 的 RADIUS 服务器作为主认证服务器和从计费服务器，IP 地址为

192.168.1.3 的 RADIUS 服务器作为从认证服务器和主计费服务器。认证共享密钥为 name，
计费共享密钥为 money。 

• 所有接入用户都使用 ISP 域 sun 的认证/授权/计费方法，该域最多可同时接入 30 个用户； 

• 系统向 RADIUS 服务器重发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5 秒，重发次数为 5 次，发送实时计费报文的

时间间隔为 15 分钟，发送的用户名不带域名。 

• 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同时允许一个 802.1X 用户以及一个与指定 OUI 值匹配的设备接

入。 

2. 组网图 

图1-2 端口安全 userLoginWithOUI 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下述配置步骤包含了部分AAA/RADIUS协议配置命令，具体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保证客户端和 RADIUS 服务器之间路由可达。 

 

(1) 配置 AAA 

# 配置 RADIUS 方案。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radius scheme radsun 

[Device-radius-radsun] prim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1.2 

[Device-radius-radsun] primary accounting 192.168.1.3 

[Device-radius-radsun] secondary authentication 192.168.1.3 

[Device-radius-radsun] secondary accounting 192.1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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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radius-radsun] key authentication simple name 

[Device-radius-radsun] key accounting simple money 

[Device-radius-radsun] timer response-timeout 5 

[Device-radius-radsun] retry 5 

[Device-radius-radsun] timer realtime-accounting 15 

[Device-radius-radsun] user-name-format without-domain 

[Device-radius-radsun] quit 

# 配置 ISP 域。 
[Device] domain sun 

[Device-isp-sun]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adsun 

[Device-isp-sun]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adsun 

[Device-isp-sun] accounting lan-access radius-scheme radsun 

[Device-isp-sun] quit 

(2) 配置 802.1X 

# 配置 802.1X 的认证方式为 CHAP。（该配置可选，缺省情况下 802.1X 的认证方式为 CHAP） 
[Device] dot1x authentication-method chap 

# 指定端口上接入的 802.1X 用户使用强制认证域 sun。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mandatory-domain sun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3) 配置端口安全 

# 使能端口安全。 
[Device] port-security enable 

# 添加 5 个 OUI 值。（最多可添加 16 个，此处仅为示例。最终，端口仅允许一个与某 OUI
值匹配的用户通过认证） 
[Device] port-security oui index 1 mac-address 1234-0100-1111 

[Device] port-security oui index 2 mac-address 1234-0200-1111 

[Device] port-security oui index 3 mac-address 1234-0300-1111 

[Device] port-security oui index 4 mac-address 1234-0400-1111 

[Device] port-security oui index 5 mac-address 1234-0500-1111 

# 设置端口安全模式为 userLoginWithOUI。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port-mode userlogin-withoui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 查看端口安全的配置信息。 
[Device] display port-securit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Global port security parameters: 

   Port security          : Enabled 

   AutoLearn aging time   : 30 min 

   Disableport timeout    : 30 s 

   MAC move               : Denied 

   Authorization fail     : Online 

   NAS-ID profile         : Not configured 

   Dot1x-failure trap     :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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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t1x-logon trap       : Disabled 

   Dot1x-logoff trap      : Disabled 

   Intrusion trap         : Disabled 

   Address-learned trap   : Disabled 

   Mac-auth-failure trap  : Disabled 

   Mac-auth-logon trap    : Disabled 

   Mac-auth-logoff trap   : Disabled 

   Open authentication    : Disabled 

   OUI value list         : 

       Index :  1       Value : 123401 

       Index :  2       Value : 123402 

       Index :  3       Value : 123403 

       Index :  4       Value : 123404 

       Index :  5       Value : 123405 

 

 GigabitEthernet1/0/1 is link-up 

   Port mode                      : userLoginWithOUI 

   NeedToKnow mode                : Disabled 

   Intrusion protection mode      : NoAction 

Security MAC address attribute  

       Learning mode              : Sticky 

       Aging type                 : Periodical 

   Max secure MAC addresses       : Not configured 

   Current secure MAC addresses   : 1 

   Authorization                  ：Permitted 

   NAS-ID profile                 : Not configured 

   Free VLANs                     : Not configured 

   Open authentication            : Disabled 

配置完成后，如果有 802.1X 用户上线，则可以通过上述显示信息看到当前端口保存的 MAC 地址数

为 1。还可以通过 display dot1x 命令查看该 802.1X 用户的在线情况。 

此外，端口还允许一个 MAC 地址与 OUI 值匹配的用户通过，可以通过下述命令查看。 
[Device] display mac-addres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MAC Address     VLAN ID   State          Port/NickName            Aging 

1234-0300-0011  1         Learned        GE1/0/1                  Y 

1.19.3  端口安全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模式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客户端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到 Device 上，Device 通过 RADIUS 服务器对客户端进

行身份认证。如果认证成功，客户端被授权允许访问 Internet 资源。 

• 可以有多个 MAC 认证用户接入； 

• 如果是 802.1X 用户请求认证，先进行 MAC 地址认证，MAC 地址认证失败，再进行 802.1X
认证。最多只允许一个 802.1X 用户接入； 

• MAC 地址认证设置用户名格式为用户 MAC 地址的形式； 

• 上线的 MAC 地址认证用户和 802.1X 认证用户总和不能超过 64 个； 

• 为防止报文发往未知目的 MAC 地址，启动 ntkonly 方式的 Need To Know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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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3 端口安全 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 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RADIUS认证/计费及ISP域的配置同“1.19.2  端口安全userLoginWithOUI模式配置举例”，这里

不再赘述。 

保证接入用户和 RADIUS 服务器之间路由可达。 

 

# 使能端口安全。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port-security enable 

# 配置 MAC 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使用带连字符“-”的 MAC 地址格式，其中字母大写。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user-name-format mac-address with-hyphen uppercase 

# 配置 MAC 地址认证用户所使用的 ISP 域。 
[Device] mac-authentication domain sun 

# 配置 802.1X 的认证方式为 CHAP。（该配置可选，缺省情况下 802.1X 的认证方式为 CHAP） 
[Device] dot1x authentication-method chap 

# 设置端口安全允许的最大 MAC 地址数为 64。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max-mac-count 64 

# 设置端口安全模式为 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port-mode mac-else-userlogin-secure 

# 指定端口上接入的 802.1X 用户使用强制认证域 sun。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mandatory-domain sun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设置端口 Need To Know 模式为 ntkonly。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ntk-mode ntkonly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 查看端口安全的配置信息。 
[Device] display port-securit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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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port security parameters: 

   Port security          : Enabled 

   AutoLearn aging time   : 30 min 

   Disableport timeout    : 30 s 

   MAC move               : Denied 

   Authorization fail     : Online 

   NAS-ID profile         : Not configured 

   Dot1x-failure trap     : Disabled 

   Dot1x-logon trap       : Disabled 

   Dot1x-logoff trap      : Disabled 

   Intrusion trap         : Disabled 

   Address-learned trap   : Disabled 

   Mac-auth-failure trap  : Disabled 

   Mac-auth-logon trap    : Disabled 

   Mac-auth-logoff trap   : Disabled 

   Open authentication    : Disabled 

   OUI value list 

 

 GigabitEthernet1/0/1 is link-up 

   Port mode                      : macAddressElseUserLoginSecure 

   NeedToKnow mode                : NeedToKnowOnly 

   Intrusion protection mode      : NoAction 

   Security MAC address attribute 

      Learning mode               : Sticky  

      Aging type                  : Periodical 

   Max secure MAC addresses       : 64 

   Current secure MAC addresses   : 0 

   Authorization                  : Permitted 

   NAS-ID profile                 : Not configured 

   Free VLANs                     : Not configured 

   Open authentication            : Disabled 

配置完成后，如果有用户认证上线，则可以通过下述显示信息看到当前端口上的用户认证信息。 

# 查看 MAC 地址认证信息。 
[Device] display mac-authenticati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Global MAC authentication parameters: 

   MAC authenticaiton     : Enabled 

   User name format       : MAC address in uppercase(XX-XX-XX-XX-XX-XX) 

           Username       : mac 

           Password       : Not configured 

   Offline detect period  : 300 s 

   Quiet period           : 180 s 

   Server timeout         : 100 s 

   Reauth period          : 3600 s 

   Authentication domain  : sun 

Online MAC-auth users    : 3 

 

 Silent MAC users: 

          MAC address       VLAN ID  From port               Por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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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abitEthernet1/0/1 is link-up 

   MAC authentication         : Enabled 

   Carry User-IP              : Disabled 

   Authentication domain      : Not configured 

   Auth-delay timer           : Disabled 

   Periodic reauth            : Disabled 

   Re-auth server-unreachable : Logoff 

   Guest VLAN                 : Not configured 

   Guest VLAN auth-period     : 30 s 

   Critical VLAN              : Not configured 

   Critical voice VLAN        : Disabled 

   Host mode                  : Single VLAN 

   Offline detection          : Enabled 

   Authentication order       : Default 

 

   Guest VSI                  : Not configured 

   Guest VSI auth-period      : 30 s 

   Critical VSI               : Not configured 

   Max online users           : 4294967295 

   Authentication attempts    : successful 3, failed 7 

   Current online users       : 0 

          MAC address       Auth state 

          1234-0300-0011    Authenticated 

          1234-0300-0012    Authenticated 

          1234-0300-0013    Authenticated 

# 查看 802.1X 认证信息。 
[Device] display dot1x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Global 802.1X parameters: 

   802.1X authentication  : Enabled 

   CHAP authentication    : Enabled 

   Max-tx period          : 30 s 

   Handshake period       : 15 s 

   Quiet timer            : Disabled 

       Quiet period       : 60 s 

   Supp timeout           : 30 s 

   Server timeout         : 100 s 

   Reauth period          : 3600 s 

   Max auth requests      : 2 

   EAD assistant function : Disabled 

       EAD timeout        : 30 min 

   Domain delimiter       : @ 

Online 802.1X users      : 1 

 GigabitEthernet1/0/1  is link-up 

   802.1X authenticaiton      : Enabled 

   Handshake                  : Enabled 

   Handshake reply            : Disabled 

   Handshake security         :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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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cast trigger            : Disabled 

   Periodic reauth            : Disabled 

   Port role                  : Authenticator 

   Authorization mode         : Auto 

   Port access control        : MAC-based 

   Multicast trigger          : Enabled 

   Mandatory auth domain      : sun 

   Guest VLAN                 : Not configured 

   Auth-Fail VLAN             : Not configured 

   Critical VLAN              : Not configured 

   Critical voice VLAN        : Disabled 

   Add Guest VLAN delay       : Disabled 

   Re-auth server-unreachable : Logoff 

   Max online users           : 4294967295 

   User IP freezing           : Disabled 

   Reauth period              : 60 s 

   Send Packets Without Tag   : Disabled 

   Max Attempts Fail Number   : 0 

   Auth-Fail VSI              : Not configured 

   Critical VSI               : Not configured 

   Add Guest VSI delay        : Disabled 

 

   EAPOL packets: Tx 16331, Rx 102 

   Sent EAP Request/Identity packets : 16316 

        EAP Request/Challenge packets: 6 

        EAP Success packets: 4 

        EAP Failure packets: 5 

   Received EAPOL Start packets : 6 

            EAPOL LogOff packets: 2 

            EAP Response/Identity packets : 80 

            EAP Response/Challenge packets: 6 

            Error packets: 0 

   Online 802.1X users: 1 

          MAC address         Auth state 

          0002-0000-0011      Authenticated 

此外，因为设置了 Need To Know 特性，目的 MAC 地址未知、广播和多播报文都被丢弃。 

1.20  端口安全常见故障处理 

1.20.1  端口安全模式无法设置 

1. 故障现象 

无法设置端口的端口安全模式。 

2. 故障分析 

在当前端口的端口安全模式已配置的情况下，无法直接对端口安全模式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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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处理过程 

首先设置端口安全模式为 noRestrictions 状态，再设置新的端口安全模式。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undo port-security port-mode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port-mode autolearn 

1.20.2  无法配置安全MAC地址 

1. 故障现象 

无法配置安全 MAC 地址。 

2. 故障分析 

端口安全模式为非 autoLearn 时，不能对安全 MAC 地址进行设置。 

3. 处理过程 

设置端口安全模式为 autoLearn 状态。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undo port-security port-mode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max-mac-count 64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port-mode autolearn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port-security mac-address security 1-1-2 v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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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ser Profile 
1.1  User Profile简介 

User Profile（用户配置文件）提供一个配置模板，用于定义针对一个或一类用户的一系列配置，例

如 QoS（Quality of Service，服务质量）策略。User Profile 可重复使用，并且在用户的接入端口

发生变化后，无须重新为用户进行配置，减少了配置工作量。 

用户访问设备时，需要先进行上线用户身份认证（例如通过 802.1X 接入认证方式）。用户通过身份

认证后，认证服务器会将与用户帐户绑定的 User Profile 名称下发给设备，设备会根据指定 User 
Profile 里配置的内容对上线用户进行限制。 

User Profile 的典型应用为控制系统为上线用户分配资源。比如基于接口进行流量监管可限制一群

用户（从指定接口接入的所有用户）对带宽资源的使用，而 User Profile 则可对单个用户进行流量

监管。 

1.2  User Profile配置准备 

User Profile是和接入认证配合使用的，在配置 User Profile前需要保证已完成相应的接入认证配置。

各接入认证对 User Profile 的支持情况，请参见相关接入认证模块的配置指导。 

1.3  配置User Profile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User Profile 并进入相应的 User Profile 视图。 
user-profile profile-name 

(3) 基于 User Profile 应用已创建的 QoS 策略。 
qos apply policy policy-name { inbound | outbound } 

缺省情况下，未应用 QoS 策略。 

关于 QoS 策略的具体介绍与配置，请参见“ACL 和 QoS 配置指导”中的 QoS 配置。 

1.4  User Profile显示和维护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User Profile 的配置信息和在线用户信息，通过查看显

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显示 User Profile  

操作 命令 

显示user profile的配置信息和在线用

户信息 
display user-profile [ name profile-name ] [ slot 
slo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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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User Profile典型配置举例 

1.5.1  802.1X本地认证/授权用户应用QoS策略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图 1-1所示，接入设备Device上连接了三个 802.1X认证用户，这些用户属于同一个ISP域“user”，
为了提高认证/授权的效率，该ISP域内用户采用Device本地认证方法。现要求对三个用户的流量进

行如下控制： 

• UserA 在每天上午 8:30 至 12:00 间即使通过认证也不能访问网络。 

• UserB 在通过认证后的上传速率限制为 2M。 

• UserC 在通过认证后的下载速率限制为 4M。 

2. 组网需求 

图1-1 802.1X 本地认证/授权用户应用 Qos 策略组网示意图 

 
 

3. 配置步骤 

(1) 创建对 UserA 的接入时间进行控制的 QoS 策略 

# 创建周期时间段 for_usera，时间范围为每天的 8:30～12:00。 
[Device] time-range for_usera 8:30 to 12:00 daily 

# 定义基本 IPv4 ACL 2000，匹配 for_usera 内的所有报文。 
[Device] acl basic 2000 

[Device-acl-basic-2000] rule permit time-range for_usera 

[Device-acl-basic-2000] quit 

# 创建流分类 for_usera，分类规则为匹配 ACL 2000。 
[Device] traffic classifier for_usera 

[Device-classifier-for_usera] if-match acl 2000 

[Device-classifier-for_usera] quit 

# 创建流行为 for_usera，动作为拒绝通过。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for_usera 

[Device-behavior-for_usera] filter deny 

[Device-behavior-for_usera] quit 

# 创建 QoS 策略 for_usera，将流分类和流行为进行关联。 
[Device] qos policy for_usera 

[Device-qospolicy-for_usera] classifier for_usera behavior for_usera 

[Device-qospolicy-for_usera] quit 

User A User B

User C
Domain: user

GE1/0/1

Devic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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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 UserA 创建 User Profile，并应用 QoS 策略 

# 创建 User Profile，名称为 usera。 
[Device] user-profile usera 

# 由于是对 UserA 发送的报文进行过滤，因此在应用 QoS 策略时应该应用到设备的入方向。 
[Device-user-profile-usera] qos apply policy for_usera inbound 

[Device-user-profile-usera] quit 

(3) 创建对 UserB 的速率进行限制的 QoS 策略 

# 创建流分类 class，匹配所有报文。 
[Device]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 

[Device-classifier-class] if-match any 

[Device-classifier-class] quit 

# 创建流行为 for_userb，动作为流量监管，cir 为 2000kbps。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for_userb 

[Device-behavior-for_userb] car cir 2000 

[Device-behavior-for_userb] quit 

# 创建 QoS 策略 for_userb，将流分类和流行为进行关联。 
[Device] qos policy for_userb 

[Device-qospolicy-for_userb] classifier class behavior for_userb 

[Device-qospolicy-for_userb] quit 

(4) 为 UserB 创建 User Profile，并应用 QoS 策略 

# 创建 User Profile，名称为 userb。 
[Device] user-profile userb 

# 由于是对 UserB 发送的报文进行过滤，因此在应用 QoS 策略时应该应用到设备的入方向。 
[Device-user-profile-userb] qos apply policy for_userb inbound 

[Device-user-profile-userb] quit 

(5) 创建对 UserC 的速率进行限制的 QoS 策略 

# 创建流行为 for_userc，动作为流量监管，cir 为 4000kbps。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for_userc 

[Device-behavior-for_userc] car cir 4000 

[Device-behavior-for_userc] quit 

# 创建 QoS 策略 for_userc，将流分类和流行为进行关联。 
[Device] qos policy for_userc 

[Device-qospolicy-for_userc] classifier class behavior for_userc 

[Device-qospolicy-for_userc] quit 

(6) 为 UserC 创建 User Profile，并应用 QoS 策略 

# 创建 User Profile，名称为 userc。 
[Device] user-profile userc 

# 由于是对 UserC 接收的报文进行过滤，因此在应用 QoS 策略时应该应用到设备的出方向。 
[Device-user-profile-userc] qos apply policy for_userc outbound 

[Device-user-profile-userc] quit 

(7) 创建本地用户 

# 创建名称为 usera 的本地用户。 
[Device] local-user usera clas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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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local user added.  

# 设置用户密码为“a12345”。 
[Device-luser-network-usera] password simple a12345 

# 设置用户接入类型为 lan-access。 
[Device-luser-network-usera] service-type lan-access 

# 设置用户的授权 User Profile 为 usera。 
[Device-luser-network-usera]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profile usera 

[Device-luser-network-usera] quit 

# 创建名称为 userb 的本地用户。 
[Device] local-user userb class network 

New local user added.  

# 设置用户密码为“b12345”。 
[Device-luser-network-userb] password simple b12345 

# 设置用户接入类型为 lan-access。 
[Device-luser-network-userb] service-type lan-access 

# 设置用户的授权 User Profile 为 userb。 
[Device -luser-network-userb]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profile userb 

[Device -luser-network-userb] quit 

# 创建名称为 userc 的本地用户。 
[Device] local-user userc class network 

New local user added.  

# 设置用户密码为“c12345”。 
[Device-luser-network-userc] password simple c12345 

# 设置用户接入类型为 lan-access。 
[Device-luser-network-userc] service-type lan-access 

# 设置用户的授权 User Profile 为 userc。 
[Device-luser-network-userc]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profile userc 

[Device-luser-network-userc] quit 

(8) 配置本地用户的认证/授权/计费方法 

# 配置 ISP 域“user”内的 802.1X 用户的 AAA 方案为本地认证/授权，不计费 
[Device] domain user 

[Device-isp-user] authentication lan-access local 

[Device-isp-user] authorization lan-access local 

[Device-isp-user] accounting login none 

[Device-isp-user] quit 

(9) 配置 802.1X 功能 

# 开启指定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802.1X 特性。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 配置基于 MAC 地址的接入控制方式（该配置可选，因为端口的接入控制在缺省情况下就是基于

MAC 地址的）。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port-method macbase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开启全局 802.1X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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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dot1x 

4. 验证配置 

UserA、UserB、UserC 通过 802.1X 客户端连接网络，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注意用户名需

要携带域名后缀，例如 UserA 应该输入用户名“usera@user”和密码“a12345”），认证成功并受

到相应的 Qos 策略的限制。 

使用 diplay user-profile 命令在 Device 上可以查看到如下配置信息和在线用户信息。 
<Device> display user-profile                                                    

  User-Profile: usera                                                            

    Inbound:                                                                     

      Policy: for_usera                                                          

                                                                                 

    slot 1:                                                                      

      User -:                                                                    

        Authentication type: 802.1X                                              

        Network attributes:                                                      

          Interface    : GigabitEthernet1/0/1                                    

          MAC address  : 6805-ca06-557b                                          

          Service VLAN : 1                                                       

                                                                                 

  User-Profile: userb                                                            

    Inbound:                                                                    

      Policy: for_userb                                                          

                                                                                 

    slot 1:                                                                      

      User -:                                                                    

        Authentication type: 802.1X                                              

        Network attributes:                                                      

          Interface    : GigabitEthernet1/0/1                                    

          MAC address  : 80c1-6ee0-2664                                          

          Service VLAN : 1                                                       

                                                                                 

  User-Profile: userc                                                            

    Outbound:                                                                     

      Policy: for_userc                                                          

                                                                                 

    slot 1:                                                                      

      User -:                                                                    

        Authentication type: 802.1X                                              

        Network attributes:                                                      

          Interface    : GigabitEthernet1/0/1                                    

          MAC address  : 6805-ca05-3efa                                          

          Service VLA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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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ssword Control 
1.1  Password Control简介 

Password Control（密码管理）是设备提供的密码安全管理功能，它根据管理员定义的安全策略，

对设备管理类的本地用户登录密码、super 密码的设置、老化、更新等方面进行管理，并对用户的

登录状态进行控制。关于本地用户类型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关于

super 密码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RBAC”。 

1.1.1  密码设置控制 

1. 密码最小长度限制 

管理员可以限制用户密码的最小长度。当设置用户密码时，如果输入的密码长度小于设置的最小长

度，系统将不允许设置该密码。 

2. 密码的组合检测功能 

管理员可以设置用户密码的组成元素的组合类型，以及至少要包含每种元素的个数。密码的组成元

素包括以下 4 种类型： 

• [A～Z] 

• [a～z] 

• [0～9] 

• 32 个特殊字符（空格~`!@#$%^&*()_+-={}|[]\:”;’<>,./） 

密码元素的组合类型有 4 种，具体涵义如下： 

• 组合类型为 1 表示密码中至少包含 1 种元素； 

• 组合类型为 2 表示密码中至少包含 2 种元素； 

• 组合类型为 3 表示密码中至少包含 3 种元素； 

• 组合类型为 4 表示密码中包含 4 种元素。 

当用户设置密码时，系统会检查设定的密码是否符合配置要求，只有符合要求的密码才能设置成功。 

3. 密码的复杂度检测功能 

密码的复杂度越低，其被破解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包含用户名、使用重复字符等。出于安全性考

虑，管理员可以设置用户密码的复杂度检测功能，确保用户的密码具有较高的复杂度。具体实现是：

配置用户密码时，系统检测输入的密码是否符合一定的复杂度要求，只有符合要求的密码才能设置

成功。目前，复杂度检测功能对密码的复杂度要求包括以下两项： 

• 密码中不能包含用户名或者字符顺序颠倒的用户名。例如，用户名为“abc”，那么“abc982”
或者“2cba”之类的密码就不符合复杂度要求。 

• 密码中不能包含连续三个或以上的相同字符。例如，密码“a111”就不符合复杂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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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密码更新与老化 

1. 密码更新管理 

管理员可以设置用户登录设备后修改自身密码的最小间隔时间。当用户登录设备修改自身密码时，

如果距离上次修改密码的时间间隔小于配置值，则系统不允许修改密码。例如，管理员配置用户密

码更新间隔时间为 48 小时，那么用户在上次修改密码后的 48 小时之内都无法成功进行密码修改操

作。 

有两种情况下的密码更新并不受该功能的约束：用户首次登录设备时系统要求用户修改密码；密码

老化后系统要求用户修改密码。 

2. 密码老化管理 

密码老化时间用来限制用户密码的使用时间。当密码的使用时间超过老化时间后，需要用户更换密

码。 

当用户登录时，如果用户输入已经过期的密码，系统将提示该密码已经过期，需要重新设置密码。

如果输入的新密码不符合要求，或连续两次输入的新密码不一致，系统将要求用户重新输入。对于

FTP 用户，密码老化后，只能由管理员修改 FTP 用户的密码；对于 Web、Telnet、SSH、Terminal
（通过 Console 口登录设备）用户可自行修改密码。 

3. 密码过期提醒 

在用户登录时，系统判断其密码距离过期的时间是否在设置的提醒时间范围内。如果在提醒时间范

围内，系统会提示该密码还有多久过期，并询问用户是否修改密码。如果用户选择修改，则记录新

的密码及其设定时间。如果用户选择不修改或者修改失败，则在密码未过期的情况下仍可以正常登

录。对于 FTP 用户，只能由管理员修改 FTP 用户的密码；对于 Web、Telnet、SSH、Terminal（通

过 Console 口登录设备）用户可自行修改密码。 

4. 密码老化后允许登录管理 

管理员可以设置用户密码过期后在指定的时间内还能登录设备指定的次数。这样，密码老化的用户

不需要立即更新密码，依然可以登录设备。例如，管理员设置密码老化后允许用户登录的时间为 15
天、次数为 3 次，那么用户在密码老化后的 15 天内，还能继续成功登录 3 次。 

5. 密码历史记录 

系统保存用户密码历史记录。当用户修改密码时，系统会要求用户设置新的密码，如果新设置的密

码以前使用过，且在当前用户密码历史记录中，系统将给出错误信息，提示用户密码更改失败。另

外，用户更改密码时，系统会将新设置的密码逐一与所有记录的历史密码以及当前密码比较，要求

新密码至少要与旧密码有 4 字符不同，且这 4 个字符必须互不相同，否则密码更改失败。 

可以配置每个用户密码历史记录的最大条数，当密码历史记录的条数超过配置的最大历史记录条数

时，新的密码历史记录将覆盖该用户最老的一条密码历史记录。 

由于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配置的密码在哈希运算后以密文的方式保存，配置一旦生效后就无法还

原为明文密码，因此，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的当前登录密码，不会被记录到该用户的密码历史记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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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用户登录控制 

1. 用户首次登录控制 

当全局密码管理功能开启后，用户首次登录设备时，系统会输出相应的提示信息要求用户修改密码，

否则不允许登录设备。这种情况下的修改密码不受密码更新时间间隔的限制。 

2. 密码尝试次数限制 

密码尝试次数限制可以用来防止恶意用户通过不断尝试来破解密码。 

每次用户认证失败后，系统会将该用户加入密码管理的黑名单。可加入密码管理功能黑名单的用户

包括：FTP 用户和通过 VTY 或 Web 方式访问设备的用户。不会加入密码管理功能黑名单的用户包

括：用户名不存在的用户、通过 Console 口连接到设备的用户。 

当用户连续尝试认证的失败累加次数达到设置的尝试次数时，系统对用户的后续登录行为有以下三

种处理措施： 

• 永久禁止该用户登录。只有管理员把该用户从密码管理的黑名单中删除后，该用户才能重新

登录。 

• 不对该用户做禁止，允许其继续登录。在该用户登录成功后，该用户会从密码管理的黑名单

中删除。 

• 禁止该用户一段时间后，再允许其重新登录。当配置的禁止时间超时或者管理员将其从密码

管理的黑名单中删除，该用户才可以重新登录。 

3. 用户帐号闲置时间管理 

管理员可以限制用户帐号的闲置时间，禁止在闲置时间之内始终处于不活动状态的用户登录。若用

户自从最后一次成功登录之后，在配置的闲置时间内再未成功登录过，那么该闲置时间到达之后此

用户账号立即失效，系统不再允许使用该账号的用户登录。 

1.1.4  密码不回显 

出于安全考虑，用户输入密码时，系统将不回显用户的密码。 

1.1.5  日志功能 

当用户成功修改密码或用户登录失败加入密码管理黑名单时，系统将会记录相应的日志。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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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assword Control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存储空间不足会造成以下两个影响： 

不能开启全局密码管理功能； 

全局密码管理功能处于开启的状态下，用户登录设备失败。 

 

本特性的各功能可支持在多个视图下配置，各视图可支持的功能不同。而且，相同功能的命令在不

同视图下或针对不同密码时有效范围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如下： 

• 系统视图下的全局配置对所有本地用户密码都有效； 

• 用户组视图下的配置只对当前用户组内的所有本地用户密码有效； 

• 本地用户视图下的配置只对当前的本地用户密码有效； 

• 为 super 密码的各管理参数所作的配置只对 super 密码有效。 

对于本地用户密码的各管理参数，其生效的优先级顺序由高到低依次为本地用户视图、用户组视图、

系统视图。 

开启全局密码管理功能后，设备上将不显示配置的本地用户密码，也不会将该密码保存在当前配置

中。关闭全局密码管理功能后，已配置的密码将恢复在当前配置中，当前配置可通过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命令查看。 

1.4  Password Control配置任务简介 

Password Control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密码管理 

(2) （可选）配置全局密码管理 

(3) （可选）配置用户组密码管理 

(4) （可选）配置本地用户密码管理 

(5) （可选）配置super密码管理 

1.5  开启密码管理 

1. 功能简介 

开启全局密码管理功能，是密码管理所有配置生效的前提。若要使得具体的密码管理功能（密码老

化、密码最小长度、密码历史记录、密码组合检测）生效，还需开启指定的密码管理功能。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启全局密码管理功能，有以下配置限制和指导： 

• 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密码以及 super密码的配置将不被显示，即无法通过相应的 display命

令查看到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密码以及 super 密码的配置。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密码不受密

码管理功能控制，其配置显示也不受影响。 

• 首次设置的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密码必须至少由四个不同的字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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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PS 模式下，全局密码管理功能处开启状态，且不能关闭。 

• Password Control会记录用户配置密码时的UTC时间。如果因设备断电重启等原因，UTC时

间与Password Control记录的UTC时间不一致，可能导致密码老化管理功能出错。因此，为

保证密码老化管理功能的正常工作，建议设备通过 NTP（Network Time Protocol，网络时间

协议）协议获取 UTC 时间。关于 NT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

的“NTP”。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全局密码管理功能。 
password-control enable 

缺省情况下，全局密码管理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可选）开启指定的密码管理功能。 
password-control { aging | composition | history | length } enable 

缺省情况下，各密码管理功能均处于开启状态。 

1.6  配置全局密码管理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系统视图下的全局密码管理参数对所有设备管理类的本地用户生效。 

对于密码老化时间、密码最小长度以及密码组合策略这三个功能，可分别在系统视图、用户组视图、

本地用户视图下配置相关参数，其生效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为：本地用户视图->用户组视图->系统

视图。 

除用户登录尝试失败后的行为配置属于即时生效的配置，会在配置生效后立即影响密码管理黑名单

中当前用户的锁定状态以及这些用户后续的登录之外，其它全局密码管理配置生效后仅对后续登录

的用户以及后续设置的用户密码有效，不影响当前用户。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控制密码设置 

 配置用户密码的最小长度。 

（非 FIPS 模式） 
password-control length length 

缺省情况下，用户密码的最小长度为 10 个字符。 

（FIPS 模式） 
password-control length length 

缺省情况下，用户密码的最小长度为 15 个字符。 

 配置用户密码的组合策略。 

（非 FIPS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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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control composition type-number type-number [ type-length 
type-length ] 

缺省情况下，密码元素的组合类型至少为 1 种，至少要包含每种元素的个数为 1 个。 

（FIPS 模式） 
password-control composition type-number type-number [ type-length 
type-length ] 

缺省情况下，密码元素的组合类型至少为 4 种，至少要包含每种元素的个数为 1 个。 

 配置用户密码的复杂度检查策略。 
password-control complexity { same-character | user-name } check 

缺省情况下，不对用户密码进行复杂度检查。 

 配置每个用户密码历史记录的最大条数。 
password-control history max-record-number 

缺省情况下，每个用户密码历史记录的最大条数为 4 条。 

(3) 管理密码更新与老化 

 配置用户密码更新的最小时间间隔。 
password-control update-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用户密码更新的最小时间间隔为 24 小时。 

 配置用户密码的老化时间。 
password-control aging aging-time 

缺省情况下，用户密码的老化时间为 90 天。 

 配置密码过期前的提醒时间。 
password-control alert-before-expire alert-time 

缺省情况下，密码过期前的提醒时间为 7 天。 

 配置密码过期后允许用户登录的时间和次数。 
password-control expired-user-login delay delay times times 

缺省情况下，密码过期后的 30 天内允许用户登录 3 次。 

(4) 控制用户登录 

 配置用户登录尝试次数以及登录尝试失败后的行为。 
password-control login-attempt login-times [ exceed { lock | lock-time 
time | unlock } ] 

缺省情况下，用户登录尝试次数为 3 次；如果用户登录失败，则 1 分钟后再允许该用户重

新登录。 

 配置用户帐号的闲置时间。 
password-control login idle-time idle-time 

缺省情况下，用户帐号的闲置时间为 90 天。 

用户账号闲置超时后，该账号将会失效，用户将无法正常登录设备。若不需要账号闲置时

间检查功能，可将 idle-time 配置为 0，表示 Password Control 功能对用户账号闲置时

间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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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配置用户组密码管理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用户组，并进入用户组视图。 
user-group group-name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任何用户组。 

用户组的相关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3) 配置用户组的密码老化时间。 
password-control aging aging-time 

缺省情况下，采用全局密码老化时间。 

(4) 配置用户组的密码最小长度。 
password-control length length 

缺省情况下，采用全局密码最小长度。 

(5) 配置用户组密码的组合策略。 
password-control composition type-number type-number [ type-length 
type-length ] 

缺省情况下，采用全局密码组合策略。 

(6) 配置用户组密码的复杂度检查策略。 
password-control complexity { same-character | user-name } check 

缺省情况下，采用全局密码复杂度检查策略。 

(7) 配置用户组登录尝试次数以及登录尝试失败后的行为。 
password-control login-attempt login-times [ exceed { lock | lock-time 
time | unlock } ] 

缺省情况下，采用全局的用户登录尝试限制策略。 

1.8  配置本地用户密码管理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并进入本地用户视图。 
local-user user-name class manage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任何本地用户。 

本地用户密码管理功能仅对设备管理类的本地用户生效，对于网络接入类本地用户不起作用。

本地用户的相关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3) 配置本地用户的密码老化时间。 
password-control aging aging-time 

缺省情况下，采用本地用户所属用户组的密码老化时间。 

(4) 配置本地用户的密码最小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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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control length length 

缺省情况下，采用本地用户所属用户组的密码最小长度。 

(5) 配置本地用户的密码组合策略。 
password-control composition type-number type-number [ type-length 
type-length ] 

缺省情况下，采用本地用户所属用户组的密码组合策略。 

(6) 配置本地用户密码的复杂度检查策略。 
password-control complexity { same-character | user-name } check 

缺省情况下，采用本地用户所属用户组的密码复杂度检查策略。 

(7) 配置本地用户登录尝试次数以及登录尝试失败后的行为。 
password-control login-attempt login-times [ exceed { lock | lock-time 
time | unlock } ] 

缺省情况下，采用本地用户所属用户组的用户登录尝试限制策略。 

1.9  配置super密码管理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uper 密码的老化时间。 
password-control super aging aging-time 

缺省情况下，密码的老化时间为 90 天。 

(3) 配置 super 密码的最小长度。 

（非 FIPS 模式） 
password-control super length length 

缺省情况下，密码的最小长度为 10 个字符。 

（FIPS 模式） 
password-control super length length 

缺省情况下，密码的最小长度为 15 个字符。 

(4) 配置 super 密码的组合策略。 

（非 FIPS 模式） 
password-control super composition type-number type-number 

[ type-length type-length ] 

缺省情况下，密码元素的组合类型至少为 1 种，至少要包含每种元素的个数为 1 个。 

（FIPS 模式） 
password-control super composition type-number type-number 

[ type-length type-length ] 

缺省情况下，密码元素的组合类型至少为 4 种，至少要包含每种元素的个数为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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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Password Control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Password Control 的运行情

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Password Control 统计信息。 

表1-1 Password Control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密码管理的配置信息 display password-control [ super ] 

显示用户认证失败后，被加入密码

管理黑名单中的用户信息 
display password-control blacklist [ user-name user-name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清除密码管理黑名单中的用户 reset password-control blacklist [ user-name user-name ]

清除用户的密码历史记录 reset password-control history-record [ user-name 
user-name | super [ role role-name ] ] 

 

 

当密码历史记录功能未启动时，reset password-control history-record 命令同样可以

清除全部或者某个用户的密码历史记录。 

 

1.11  Password Control典型配置举例 

1.11.1  Password Control基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有以下密码管理需求： 

• 全局密码管理策略：用户 2 次登录失败后就永久禁止登录；最小密码长度为 16 个字符，密码

老化时间为 30天；允许用户进行密码更新的最小时间间隔为 36小时；密码过期后 60天内允

许登录 5 次；用户帐号的闲置时间为 30 天；不允许密码中包含用户名或者字符顺序颠倒的用

户名；不允许密码中包含连续三个或以上相同字符；密码元素的最少组合类型为 4 种，至少

要包含每种元素的个数为 4 个。 

• 切换到用户角色 network-operator 时使用的 super 密码管理策略：最小密码长度为 24 个字符，

密码元素的最少组合类型为 4 种，至少要包含每种元素的个数为 5 个。 

• 本地 Telnet用户 test的密码管理策略：最小密码长度为 24个字符，密码元素的最少组合类型

为 4 种，至少要包含每种元素的个数为 5 个，密码老化时间为 20 天。 

2. 配置步骤 
 

# 开启全局密码管理功能。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enable 

# 配置用户 2 次登录失败后就永久禁止该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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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 password-control login-attempt 2 exceed lock 

# 配置全局的密码老化时间为 30 天。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aging 30 

# 配置全局的密码的最小长度为 16。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length 16 

# 配置密码更新的最小时间间隔为 36 小时。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update-interval 36 

# 配置用户密码过期后的 60 天内允许登录 5 次。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expired-user-login delay 60 times 5 

# 配置用户帐号的闲置时间为 30 天。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login idle-time 30 

# 开启在配置的密码中检查包含用户名或者字符顺序颠倒的用户名的功能。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complexity user-name check 

# 开启在配置的密码中检查包含连续三个或以上相同字符的功能。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complexity same-character check 

#配置全局的密码元素的最少组合类型为 4 种，至少要包含每种元素的个数为 4 个。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composition type-number 4 type-length 4 

# 配置 super 密码的最小长度为 24。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super length 24 

# 配置 super 密码元素的最少组合类型为 4 种，至少要包含每种元素的个数为 5 个。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super composition type-number 4 type-length 5 

# 配 置 切 换 到 用 户 角 色 network-operator 时 使 用 的 super 密 码 为 明 文

123456789ABGFTweuix@#$%!。 
[Sysname] super password role network-operator simple 123456789ABGFTweuix@#$%! 

# 添加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test。 
[Sysname] local-user test class manage 

# 配置本地用户的服务类型为 Telnet。 
[Sysname-luser-manage-test] service-type telnet 

# 配置本地用户的最小密码长度为 24 个字符。 
[Sysname-luser-manage-test] password-control length 24 

# 配置本地用户的密码元素的最少组合类型为 4 种，至少要包含每种元素的个数为 5 个。 
[Sysname-luser-manage-test] password-control composition type-number 4 type-length 5 

# 配置本地用户的密码老化时间为 20 天。 
[Sysname-luser-manage-test] password-control aging 20 

# 以交互式方式配置本地用户密码。 
[Sysname-luser-manage-test] password 

Password: 

Confirm : 

Updating user information. Please wait ... ... 

[Sysname-luser-manage-test] quit 

3. 验证配置 

#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全局密码管理的配置信息。 
<Sysname> display password-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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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password control configurations: 

 Password control:                     Enabled 

 Password aging:                       Enabled (30 days) 

 Password length:                      Enabled (16 characters) 

 Password composition:                 Enabled (4 types, 4 characters per type) 

 Password history:                     Enabled (max history record:4) 

 Early notice on password expiration:  7 days 

 Maximum login attempts:               2 

 Action for exceeding login attempts:  Lock 

 Minimum interval between two updates: 36 hours 

 User account idle time:               30 days 

 Logins with aged password:            5 times in 60 days 

 Password complexity:                  Enabled (username checking) 

                                       Enabled (repeated characters checking) 

#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 super 密码管理的配置信息。 
<Sysname> display password-control super 

 Super password control configurations: 

 Password aging:                       Enabled (90 days) 

 Password length:                      Enabled (24 characters) 

 Password composition:                 Enabled (4 types, 5 characters per type) 

# 可通过如下命令查看到本地用户密码管理的配置信息。 
<Sysname> display local-user user-name test class manage 

Total 1 local users matched. 

 

Device management user test: 

  State:                     Active 

  Service type:              Telnet 

  User group:                system 

  Bind attributes: 

  Authorization attributes: 

    Work directory:          flash: 

    User role list:          network-operator 

  Password control configurations: 

    Password aging:          Enable (20 days) 

    Password length:         Enable (24 characters) 

    Password composition:    Enable (4 types, 5 characters per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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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钥管理 

1.1  简介 

公钥管理用于非对称密钥算法的密钥管理与发布。 

1.1.1  非对称密钥算法原理 

非对称密钥算法是数据加解密的一种方法，用来保证数据在网络中安全传输、不被攻击者非法窃听

和恶意篡改。如 图 1-1 所示，在非对称密钥算法中，加密和解密使用的密钥一个是对外公开的公钥，

一个是由用户秘密保存的私钥，从公钥很难推算出私钥。公钥和私钥一一对应，二者统称为非对称

密钥对。通过公钥（或私钥）加密后的数据只能利用对应的私钥（或公钥）进行解密。对称密钥算

法中，加密和解密使用相同的密钥。 

图1-1 加密和解密转换关系示意图 

 

 

非对称密钥算法包括 RSA（Rivest Shamir and Adleman）、DSA（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数

字签名算法）和 ECDSA（Elliptic Curve Digital Signature Algorithm，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等。 

1.1.2  非对称密钥算法作用 

非对称密钥算法主要有两个用途： 

• 对发送的数据进行加/解密：发送者利用接收者的公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只有拥有对应私钥的

接收者才能使用该私钥对数据进行解密，从而可以保证数据的机密性。目前，只有 RSA 算法

可以用来对发送的数据进行加/解密。 

• 对数据发送者的身份进行认证：非对称密钥算法的这种应用，称为数字签名。发送者利用自

己的私钥对数据进行加密，接收者利用发送者的公钥对数据进行解密，从而实现对数据发送

者身份的验证。由于只能利用对应的公钥对通过私钥加密后的数据进行解密，因此根据解密

是否成功，就可以判断发送者的身份是否合法，如同发送者对数据进行了“签名”。目前，RSA、
DSA 和 ECDSA 都可以用于数字签名。 

非对称密钥算法应用十分广泛，例如 SSH（Secure Shell，安全外壳）、SSL（Secure Sockets Layer，
安全套接字层）、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公钥基础设施）中都利用了非对称密钥算法进行

数字签名。非对称密钥算法只有与具体的应用（如 SSH、SSL）配合使用，才能实现利用非对称密

钥算法进行加/解密或数字签名。SSH、SSL 和 PKI 的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SSH”、

“SSL”和“PKI”。 

接收方密钥

明文 密文 明文

发送方 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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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公钥管理配置任务简介 

公钥管理配置任务如下： 

(1) 生成本地非对称密钥对 

(2) 将本地非对称密钥中的主机公钥分发到远端主机 

请选择以下一项进行配置： 

 导出本地非对称密钥对中的主机公钥 

 显示本地非对称密钥对中的公钥信息 

为了实现远端主机对本地设备的身份验证，用户需要将本地的主机公钥保存到远端主机上。 

(3) 配置远端主机的公钥 

请选择以下一项进行配置： 

 导入远端主机的公钥 

 手工配置远端主机的公钥 

为了实现本地设备对远端主机的身份验证，用户需要在本地设备上配置远端主机公钥。 

(4) （可选）销毁本地非对称密钥对 

1.4  生成本地非对称密钥对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创建RSA和DSA密钥对时，设备会提示用户输入密钥模数的长度。密钥模数越长，安全性越好，但

是生成密钥的时间越长。创建ECDSA密钥对时，可使用不同密钥长度的椭圆曲线，密钥越长，安

全性越好，但是生成密钥的时间越长。关于密钥模数长度或密钥长度的配置限制和注意事项请参见

表 1-1。 

生成密钥对时，如果不指定密钥对名称，系统会以缺省名称命名密钥对，并把该密钥对标记为默认

（default）。 

用户可以使用缺省的密钥对名称创建其他密钥对，但系统不会把该密钥对标记为默认（default）。 

非默认名称密钥对的密钥类型和名称不能完全相同，否则需要用户确认是否覆盖原有的密钥对。不

同类型的密钥对，名称可以相同。 

执行 public-key local create 命令后，生成的密钥对将保存在设备中，设备重启后密钥不会

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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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不同类型密钥对对比 

密钥对类型 生成的密钥对 密钥模数长度/密钥长度 

RSA 

• 非 FIPS 模式下： 

 不指定密钥对名称时，将同时生

成两个密钥对服务器密钥对和主

机密钥对 

 指定密钥对名称时，只生成一个

主机密钥对 

• FIPS 模式下：只生成一个主机密钥

对，包括一个公钥和一个私钥 

 
目前，只有 SSH1.5 中应用了 RSA 服务器

密钥对 

• 非 FIPS 模式下：密钥模数长度取

值范围为 512～2048 比特，缺省值

为 1024 比特，建议密钥模数的长

度大于或等于 768 比特 

• FIPS 模式下：密钥模数长度取值为

2048 比特 

DSA 只生成一个主机密钥对 

• 非 FIPS 模式下：密钥模数长度取

值范围为 512～2048 比特，缺省值

为 1024 比特，建议密钥模数的长

度大于或等于 768 比特 

• FIPS 模式下：密钥模数长度取值为

2048 比特 

ECDSA 只生成一个主机密钥对 

• 非 FIPS 模式下：密钥长度取值为

192、256、384 或 521 比特 

• FIPS 模式下：密钥长度取值为

256、384 或 521 比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生成本地非对称密钥对。 

（非 FIPS 模式） 
public-key local create { dsa | ecdsa [ secp192r1 | secp256r1 | secp384r1 
| secp521r1 ] | rsa } [ name key-name ] 

（FIPS 模式） 
public-key local create { dsa | ecdsa [ secp256r1 | secp384r1 | secp521r1 ] 
| rsa } [ name key-name ] 

1.5  将本地非对称密钥中的主机公钥分发到远端主机 

1.5.1  功能简介 

在某些应用（如 SSH）中，为了实现远端主机采用数字签名方法对本地设备进行身份验证，用户需

要将本地的主机公钥保存到远端主机上。 

将本地的主机公钥保存到远端主机上，有以下三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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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地设备上执行 public-key local export 命令按照指定格式将本地主机公钥导出到

指定文件（执行命令时指定 filename 参数），并将该文件上传到远端主机上。在远端主机上，

通过从公钥文件中导入的方式将本地的主机公钥保存到远端设备上。 

• 在本地设备上执行 public-key local export 命令按照指定格式将本地主机公钥导出到

用户界面（执行命令时不指定 filename 参数），通过拷贝粘贴等方式将用户界面上的主机公

钥保存到文件中，并将该文件上传到远端主机上。在远端主机上，通过从公钥文件中导入的

方式将本地的主机公钥保存到远端设备上。 

• 在本地设备上执行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public 命令显示非对称密钥对中的公钥

信息，并记录主机公钥数据。在远端主机上，通过手工配置的方式将记录的本地主机公钥保

存到远端设备上。 

1.5.2  导出本地非对称密钥对中的主机公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导出本地非对称密钥对中的主机公钥。 

 按照指定格式将本地 RSA 主机公钥导出到指定文件或用户界面。 

（非 FIPS 模式） 
public-key local export rsa [ name key-name ] { openssh | ssh1 | ssh2 } 
[ filename ] 

（FIPS 模式） 
public-key local export rsa [ name key-name ] { openssh | ssh2 } 
[ filename ] 

 按照指定格式将本地 ECDSA 主机公钥导出到指定文件或用户界面。 
public-key local export ecdsa [ name key-name ] { openssh | ssh2 } 
[ filename ] 

 按照指定格式将本地 DSA 主机公钥导出到指定文件或用户界面。 
public-key local export dsa [ name key-name ] { openssh | ssh2 } 
[ filename ] 

1.5.3  显示本地非对称密钥对中的公钥信息 

请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 

• 显示本地 RSA 密钥对中的公钥信息。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rsa public [ name key-name ] 

若执行本命令时，同时显示了 RSA 服务器密钥对和主机密钥对的公钥信息，用户只需记录主

机密钥对的公钥信息。 

• 显示本地 ECDSA 密钥对中的公钥信息。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ecdsa public [ name key-name ] 

• 显示本地 DSA 密钥对中的公钥信息。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dsa public [ name key-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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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配置远端主机的公钥 

1.6.1  功能简介 

在某些应用（如 SSH）中，为了实现本地设备对远端主机的身份验证，需要在本地设备上配置远端

主机的 RSA、ECDSA、DSA 主机公钥。用户可以使用以下方法配置远端主机公钥： 

• 导入远端主机公钥。 

• 手工配置远端主机公钥。 

远端主机公钥信息的获取方法，请参见“1.5  将本地非对称密钥中的主机公钥分发到远端主机”。 

1.6.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手工配置远端主机的公钥时，输入的主机公钥必须满足一定的格式要求。通过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public 命令显示的公钥可以作为输入的公钥内容；通过其他方式（如

public-key local export 命令）显示的公钥可能不满足格式要求，导致主机公钥保存失败。

因此，建议选用从公钥文件导入的方式配置远端主机的公钥。 

1.6.3  导入远端主机的公钥 

1. 功能简介 

用户事先将远端主机的公钥文件保存到本地设备（例如，通过 FTP 或 TFTP，以二进制方式将远端

主机的公钥文件保存到本地设备），本地设备从该公钥文件中导入远端主机的公钥。导入公钥时，

系统会自动将远端主机的公钥文件转换为 PKCS（Public Key Cryptography Standards，公共密钥

加密标准）编码形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从公钥文件中导入远端主机的公钥。 
public-key peer keyname import sshkey filename 

1.6.4  手工配置远端主机的公钥 

1. 功能简介 

用户事先在远端主机上通过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public 命令查看其公钥信息，并记

录远端主机公钥的内容。在本地设备上采用手工输入的方式将远端主机的公钥配置到本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远端主机公钥的名称，并进入公钥视图。 
public-key peer keyname 

(3) 手工输入远端主机的公钥。 

逐个字符输入或拷贝粘贴公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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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入公钥内容时，字符之间可以有空格，也可以按回车键继续输入数据。保存公钥数据时，

将删除空格和回车符。 

(4) 退出公钥视图时，保存配置的主机公钥。 
peer-public-key end 

1.7  销毁本地非对称密钥对 

1. 功能简介 

在如下几种情况下，建议用户销毁旧的非对称密钥对，并生成新的密钥对： 

• 本地设备的私钥泄露。这种情况下，非法用户可能会冒充本地设备访问网络。 

• 保存密钥对的存储设备出现故障，导致设备上没有公钥对应的私钥，无法再利用旧的非对称

密钥对进行加/解密和数字签名。 

• 本地证书到达有效期，需要删除对应的本地密钥对。本地证书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

置指导”中的“PKI”。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销毁本地非对称密钥对。 
public-key local destroy { dsa | ecdsa | rsa } [ name key-name ] 

1.8  公钥管理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公钥管理的信息，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公钥管理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本地非对称密钥对中的公钥信息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 dsa | ecdsa | rsa } public 
[ name key-name ] 

显示保存在本地的远端主机的公钥信息 display public-key peer [ brief | name 
publickey-name ] 

 

1.9  公钥管理典型配置举例 

1.9.1  手工配置远端主机的公钥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2 所示，为了防止非法用户访问，Device B（本地设备）采用数字签名方法对访问它的Device 
A（远端设备）进行身份验证。进行身份验证前，需要在Device B上配置Device A的公钥。 

本例中要求： 

• Device B 采用的非对称密钥算法为 RSA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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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手工配置方式在 Device B 上配置 Device A 的主机公钥。 

2. 组网图 

图1-2 手工配置远端主机的公钥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在 Device A 上生成默认名称的本地 RSA 非对称密钥对，密钥模数的长度采用缺省值 1024
比特。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显示生成的本地 RSA 密钥对的公钥信息。 
[DeviceA]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rsa public 

 

============================================= 

Key name: hostkey (default) 

Key type: RSA 

Time when key pair created: 16:48:31 2011/05/12 

Key code: 

 

   30819F300D06092A864886F70D010101050003818D0030818902818100DA3B90F59237347B 

   8D41B58F8143512880139EC9111BFD31EB84B6B7C7A1470027AC8F04A827B30C2CAF79242E 

   45FDFF51A9C7E917DB818D54CB7AEF538AB261557524A7441D288EC54A5D31EFAE4F681257 

   6D7796490AF87A8C78F4A7E31F0793D8BA06FB95D54EBB9F94EB1F2D561BF66EA27DFD4788 

   CB47440AF6BB25ACA50203010001 

 

============================================= 

Key name: serverkey (default) 

Key type: RSA 

Time when key pair created: 16:48:31 2011/05/12 

Key code: 

 

   307C300D06092A864886F70D0101010500036B003068026100C9451A80F7F0A9BA1A90C7BC 

Device A Devic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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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02522D194A2B19F19A75D9EF02219068BD7FD90FCC2AF3634EEB9FA060478DD0A1A49ACE 

   E1362A4371549ECD85BA04DEE4D6BB8BE53B6AED7F1401EE88733CA3C4CED391BAE633028A 

   AC41C80A15953FB22AA30203010001 

(2) 配置 Device B 

# 在 Device B 上配置 Device A 的主机公钥：在公钥视图输入 Device A 的主机公钥，即在

Device A 上通过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rsa public 命令显示的主机公钥 hostkey
内容。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public-key peer devicea 

Enter public key view. Return to system view with "peer-public-key end" command. 

[DeviceB-pkey-public-key-devicea]30819F300D06092A864886F70D010101050003818D00308189
0 

2818100DA3B90F59237347B 

[DeviceB-pkey-public-key-devicea]8D41B58F8143512880139EC9111BFD31EB84B6B7C7A1470027
A 

C8F04A827B30C2CAF79242E 

[DeviceB-pkey-public-key-devicea]45FDFF51A9C7E917DB818D54CB7AEF538AB261557524A7441D
2 

88EC54A5D31EFAE4F681257 

[DeviceB-pkey-public-key-devicea]6D7796490AF87A8C78F4A7E31F0793D8BA06FB95D54EBB9F94
E 

B1F2D561BF66EA27DFD4788 

[DeviceB-pkey-public-key-devicea]CB47440AF6BB25ACA50203010001 

# 从公钥视图退回到系统视图，并保存用户输入的公钥。 
[DeviceB-pkey-public-key-devicea] peer-public-key end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evice B 上保存的 Device A 的主机公钥信息。 
[DeviceB] display public-key peer name devicea 

 

============================================= 

Key name: devicea 

Key type: RSA 

Key modulus: 1024 

Key code: 

 

   30819F300D06092A864886F70D010101050003818D0030818902818100DA3B90F59237347B 

   8D41B58F8143512880139EC9111BFD31EB84B6B7C7A1470027AC8F04A827B30C2CAF79242E 

   45FDFF51A9C7E917DB818D54CB7AEF538AB261557524A7441D288EC54A5D31EFAE4F681257 

   6D7796490AF87A8C78F4A7E31F0793D8BA06FB95D54EBB9F94EB1F2D561BF66EA27DFD4788 

   CB47440AF6BB25ACA50203010001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Device B 上保存的 Device A 的主机公钥信息与 Device A 实际的主机公钥信息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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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从公钥文件中导入远端主机的公钥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3 所示，为了防止非法用户访问，Device B（本地设备）采用数字签名方法对访问它的Device 
A（远端设备）进行身份验证。进行身份验证前，需要在Device B上配置Device A的公钥。 

本例中要求： 

• Device B 采用的非对称密钥算法为 RSA 算法。 

• 采用从公钥文件中导入的方式在 Device B 上配置 Device A 的主机公钥。 

2. 组网图 

图1-3 从公钥文件中导入远端主机的公钥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在 Device A 上生成密钥对，并导出公钥 

# 在 Device A 上生成默认名称的本地 RSA 非对称密钥对，密钥模数的长度采用缺省值 1024
比特。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显示生成的本地 RSA 密钥对的公钥信息。 
[DeviceA]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rsa public 

 

============================================= 

Key name: hostkey (default) 

Key type: RSA 

Time when key pair created: 16:48:31 2011/05/12 

Key code: 

 

   30819F300D06092A864886F70D010101050003818D0030818902818100DA3B90F59237347B 

   8D41B58F8143512880139EC9111BFD31EB84B6B7C7A1470027AC8F04A827B30C2CAF79242E 

   45FDFF51A9C7E917DB818D54CB7AEF538AB261557524A7441D288EC54A5D31EFAE4F681257 

   6D7796490AF87A8C78F4A7E31F0793D8BA06FB95D54EBB9F94EB1F2D561BF66EA27DFD4788 

   CB47440AF6BB25ACA50203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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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name: serverkey (default) 

Key type: RSA 

Time when key pair created: 16:48:31 2011/05/12 

Key code: 

 

   307C300D06092A864886F70D0101010500036B003068026100C9451A80F7F0A9BA1A90C7BC 

   1C02522D194A2B19F19A75D9EF02219068BD7FD90FCC2AF3634EEB9FA060478DD0A1A49ACE 

   E1362A4371549ECD85BA04DEE4D6BB8BE53B6AED7F1401EE88733CA3C4CED391BAE633028A 

   AC41C80A15953FB22AA30203010001 

# 将生成的默认名称的 RSA 主机公钥导出到指定文件 devicea.pub 中。 
[DeviceA] public-key local export rsa ssh2 devicea.pub 

(2) 在 Device A 上启动 FTP 服务器功能 

# 启动 FTP 服务器功能，创建 FTP 用户（用户名为 ftp，密码为 123），并配置 FTP 用户的

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DeviceA] ftp server enable 

[DeviceA] local-user ftp 

[DeviceA-luser-manage-ftp] password simple 123 

[DeviceA-luser-manage-ftp] service-type ftp 

[DeviceA-luser-manage-ftp]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DeviceA-luser-manage-ftp] quit 

(3) Device B 获取 Device A 的公钥文件 

# Device B 通过 FTP 以二进制方式从 Device A 获取公钥文件 devicea.pub。 
<DeviceB> ftp 10.1.1.1 

Connected to 10.1.1.1 (10.1.1.1). 

220 FTP service ready. 

User (10.1.1.1:(none)): ftp 

331 Password required for ftp. 

Password: 

230 User logged in. 

Remote system type is UNIX. 

Using binary mode to transfer files. 

ftp> binary 

200 TYPE is now 8-bit binary 

ftp> get devicea.pub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10,1,1,1,118,252) 

150 Accepted data connection 

226 File successfully transferred 

301 bytes received in 0.003 seconds (98.0 kbyte/s) 

ftp> quit 

221-Goodbye. You uploaded 0 and downloaded 1 kbytes. 

221 Logout. 

(4) Device B 从公钥文件中导入公钥 

# Device B 从公钥文件中导入 Device A 的主机公钥。 
<DeviceB>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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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 public-key peer devicea import sshkey devicea.pub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evice B 上保存的 Device A 的主机公钥信息。 
[DeviceB] display public-key peer name devicea 

 

============================================= 

Key name: devicea 

Key type: RSA 

Key modulus: 1024 

Key code: 

 

   30819F300D06092A864886F70D010101050003818D0030818902818100DA3B90F59237347B 

   8D41B58F8143512880139EC9111BFD31EB84B6B7C7A1470027AC8F04A827B30C2CAF79242E 

   45FDFF51A9C7E917DB818D54CB7AEF538AB261557524A7441D288EC54A5D31EFAE4F681257 

   6D7796490AF87A8C78F4A7E31F0793D8BA06FB95D54EBB9F94EB1F2D561BF66EA27DFD4788 

   CB47440AF6BB25ACA50203010001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Device B 上保存的 Device A 的主机公钥信息与 Device A 实际的主机公钥信息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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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KI 
1.1  PKI简介 

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公钥基础设施）是一个利用公钥理论和技术来实现并提供信息安

全服务的具有通用性的安全基础设施。 

PKI 系统以数字证书的形式分发和使用公钥。数字证书是用户的身份和用户所持有的公钥的结合。

基于数字证书的 PKI 系统，能够为网络通信和网络交易（例如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提供各种安全

服务。有关公钥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公钥管理”。 

1.1.1  相关术语 

1. 数字证书 

数字证书是经 CA（Certificate Authority，证书颁发机构）签名的、包含公钥及相关的用户身份信息

的文件，它建立了用户身份信息与用户公钥的关联。CA 对数字证书的签名保证了证书是可信任的。

数字证书的格式遵循 ITU-T X.509 国际标准，目前 常用的为 X.509 V3 标准。数字证书中包含多

个字段，包括证书签发者的名称、被签发者的名称（或者称为主题）、公钥信息、CA 对证书的数字

签名、证书的有效期等。 

本手册中涉及四类证书：CA 证书、RA（Registration Authority，证书注册机构）证书、本地证书

和对端证书。 

• CA 证书是 CA 持有的证书。若 PKI 系统中存在多个 CA，则会形成一个 CA 层次结构， 上

层的 CA 是根 CA，它持有一个自签名的证书（即根 CA 对自己的证书签名），下一级 CA 证书

分别由上一级CA签发。这样，从根CA开始逐级签发的证书就会形成多个可信任的链状结构，

每一条路径称为一个证书链。 

• RA 证书是 RA 持有的证书，由 CA 签发。RA 受 CA 委托，可以为 CA 分担部分管理工作。RA
在 PKI 系统中是可选的。 

• 本地证书是本设备持有的证书，由 CA 签发。 

• 对端证书是其它设备持有的证书，由 CA 签发。 

2. CA根证书的指纹 

CA 根证书的指纹，即根证书内容的散列值，该值对于每一个证书都是唯一的。 

3. CRL（Certificate Revocation List，证书吊销列表） 

由于用户名称的改变、私钥泄漏或业务中止等原因，需要存在一种方法将现行的证书吊销，即废除

公钥及相关的用户身份信息的绑定关系。在 PKI 中，可以通过发布 CRL 的方式来公开证书的吊销

信息。当一个或若干个证书被吊销以后，CA 签发 CRL 来声明这些证书是无效的，CRL 中会列出所

有被吊销的证书的序列号。因此，CRL 提供了一种检验证书有效性的方式。 

4. CA策略 

CA 策略是指 CA 在受理证书请求、颁发证书、吊销证书和发布 CRL 时所采用的一套标准。通常，

CA 以一种叫做 CPS（Certification Practice Statement，证书惯例声明）的文档发布其策略。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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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可以通过带外（如电话、磁盘、电子邮件等）或其它方式获取。由于不同的 CA 使用不同的策

略，所以在选择信任的 CA 进行证书申请之前，必须理解 CA 策略。 

1.1.2  体系结构 

一个PKI体系由终端PKI实体、CA、RA和证书/CRL发布点四类实体共同组成，如下 图 1-1。 

图1-1 PKI 体系结构图 

 

 

2. 终端PKI实体 

终端 PKI 实体是 PKI 服务的 终使用者，可以是个人、组织、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或计算机

中运行的进程，后文简称为 PKI 实体。 

3. CA（Certificate Authority，证书颁发机构） 

CA 是一个用于签发并管理数字证书的可信 PKI 实体。其作用包括：签发证书、规定证书的有效期

和发布 CRL。 

4. RA（Registration Authority，证书注册机构） 

RA 是一个受 CA 委托来完成 PKI 实体注册的机构，它接收用户的注册申请，审查用户的申请资格，

并决定是否同意 CA 给其签发数字证书，用于减轻 CA 的负担。建议在部署 PKI 系统时，RA 与 CA
安装在不同的设备上，减少 CA 与外界的直接交互，以保护 CA 的私钥。 

5. 证书/CRL发布点 

证书/CRL 发布点用于对用户证书和 CRL 进行存储和管理，并提供查询功能。通常，证书/CRL 发

布点位于一个目录服务器上，该服务器可以采用 LDAP（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协议、HTTP 等协议工作。其中，较为常用的是 LDAP 协议，它提供了一种

访问发布点的方式。LDAP 服务器负责将 CA/RA 服务器传输过来的数字证书或 CRL 进行存储，并

提供目录浏览服务。用户通过访问 LDAP 服务器获取自己和其他用户的数字证书或者 CRL。 

1.1.3  数字证书的申请、使用和维护 

下面是一个 PKI 实体申请、使用和维护本地证书的典型工作过程，其中由 RA 来完成 PKI 实体的注

册： 

(1) PKI 实体生成密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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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KI 实体向 RA 提出证书申请； 

(3) RA 审核 PKI 实体身份，将 PKI 实体身份信息和公钥以数字签名的方式发送给 CA； 

(4) CA 验证数字签名，同意 PKI 实体的申请，并颁发证书； 

(5) RA 接收 CA 返回的证书，将其发布到 LDAP 服务器（或其它形式的发布点）上以提供目录浏

览服务，并通知 PKI 实体证书发布成功； 

(6) PKI 实体通过 SCEP（Simple Certificate Enrollment Protocol，简单证书注册协议）从 RA 处

获取证书，利用该证书可以与其它 PKI 实体使用加密、数字签名进行安全通信。 

(7) 两个 PKI 实体互相发送自己的本地证书给对端以互相验证对端身份的合法性。 

(8) 若两个 PKI 实体均验证对端证书为合法，则两端互相信任，可以建立数据连接；否则，两端

互不信任，不能建立数据连接。 

(9) 当用户的私钥泄漏或证书即将到期时，可删除本地证书再重新申请新的证书。 

1.1.4  主要应用 

PKI 技术能满足人们对网络交易安全保障的需求。PKI 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并且在不断发展之中，

下面给出几个应用实例。 

1.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虚拟专用网络） 

VPN是一种构建在公用通信基础设施上的专用数据通信网络，它可以利用网络层安全协议（如 IPsec）
和建立在 PKI 上的加密与数字签名技术来获得完整性保护。 

2. 安全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的安全也要求机密性、完整性、数据源认证和不可抵赖。目前发展很快的安全电子邮件协

议 S/MIME（Secure/Multipurpose Internet Mail Extensions，安全/多用途 Internet 邮件扩充协议)，
是一个允许发送加密和有签名邮件的协议。该协议的实现需要依赖于 PKI 技术。 

3. Web安全 

为了透明地解决 Web 的安全问题，在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进行通信之前，先要建立 SSL 连接。SSL
协议允许在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进行加密通信，并且利用 PKI 技术对服务器和浏览器端进行身份验

证。 

目前，本公司的 PKI 特性可为安全协议 IPsec（IP Security，IP 安全）、SSL（Secure Sockets Layer，
安全套接字层）提供证书管理机制。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PKI配置任务简介 

PKI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PKI实体 

(2) 配置PKI域 

(3) （可选）配置证书和CRL的存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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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请本地证书 

请至少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自动在线申请本地证书 

 手工在线申请本地证书 

 离线申请本地证书 

(5) （可选）停止证书申请过程 

(6) （可选）手工获取证书 

将 CA 签发的与 PKI 实体所在 PKI 域有关的证书保存到本地，以提高证书的查询效率，减少

向 PKI 证书发布点查询的次数。 

(7) （可选）配置证书验证 

(8) （可选）导出证书 

(9) （可选）删除证书 

(10) （可选）配置证书访问控制策略 

通过配置证书访问控制策略，对用户访问权限进行控制，保证服务器端的安全性。 

1.4  配置PKI实体 

1. PKI实体简介 

PKI 实体的参数是 PKI 实体的身份信息，CA 根据 PKI 实体提供的身份信息来唯一标识证书申请者。 

一个有效的 PKI 实体参数中必须至少包括以下参数之一： 

• DN（Distinguished Name，识别名），包含以下参数： 

 实体通用名。对于 DN 参数，实体的通用名必须配置。 

 实体所属国家代码，用标准的两字符代码表示。例如，“CN”是中国的合法国家代码，

“US”是美国的合法国家代码 

 实体所在地理区域名称 

 实体所属组织名称 

 实体所属组织部门名称 

 实体所属州省 

• FQDN（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完全合格域名），是 PKI 实体在网络中的唯一标识 

• IP 地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PKI 实体的配置必须与 CA 证书颁发策略相匹配，因此建议根据 CA 证书颁发策略来配置 PKI 实体，

如哪些 PKI 实体参数为必选配置，哪些为可选配置。申请者的身份信息必须符合 CA 证书颁发策略，

否则证书申请可能会失败。 

Windows 2000 CA 服务器的 SCEP 插件对证书申请的数据长度有一定的限制。PKI 实体配置项超

过一定数据长度时，CA 将不会响应 PKI 实体的证书申请。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离线方式提交申请，

Windows 2000 CA 服务器可以完成签发。其它 CA 服务器（例如 RSA 服务器和 OpenCA 服务器）

目前没有这种限制。 



 

1-5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一个 PKI 实体，并进入该 PKI 实体视图。 
pki entity entity-name 

(3) 配置 PKI 实体的通用名。 
common-name common-name-st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PKI 实体的通用名。 

(4) 配置 PKI 实体所属国家代码。 
country country-code-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PKI 实体所属国家代码。 

(5) 配置 PKI 实体所在地理区域名称。 
locality locality-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PKI 实体所在地理区域名称。 

(6) 配置 PKI 实体所属组织名称。 
organization org-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PKI 实体所属组织名称。 

(7) 配置 PKI 实体所属组织部门名称。 
organization-unit org-unit-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PKI 实体所属组织部门名称。 

(8) 配置 PKI 实体所属州或省的名称。 
state state-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PKI 实体所属州或省的名称。 

(9) 配置 PKI 实体的 FQDN。 
fqdn fqdn-name-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PKI 实体的 FQDN。 

(10) 配置 PKI 实体的 IP 地址。 
ip { ip-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PKI 实体的 IP 地址。 

1.5  配置PKI域 

1.5.1  功能简介 

PKI 实体在进行 PKI 证书申请操作之前需要配置一些注册信息来配合完成申请的过程。这些信息的

集合就是一个 PKI 域。 

PKI 域是一个本地概念，创建 PKI 域的目的是便于其它应用（比如 IKE、SSL）引用 PKI 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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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PKI域配置任务简介 

PKI 域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PKI域 

(2) 配置设备信任的CA名称 

(3) 指定用户申请证书的PKI实体名称 

(4) 配置证书申请的注册受理机构 

(5) 配置注册受理机构服务器的URL 

(6) （可选）配置证书申请状态查询的周期和 大次数 

(7) 指定LDAP服务器 

在如下情况下，此配置必选： 

 需要通过 LDAP 协议获取证书。 

 需要通过 LDAP 协议获取 CRL 时，如果 CRL 的 URL 中未包含发布点地址信息。 

(8) 配置验证CA根证书时使用的指纹 

 当证书申请方式为自动方式时，此配置必选。 

 当证书申请方式为手工方式时，此配置可选，若不配置，需要用户自行验证根证书指纹。 

(9) 指定证书申请时使用的密钥对 

(10) （可选）指定证书的扩展用途 

(11) （可选）指定PKI操作产生的协议报文使用的源IP地址 

1.5.3  创建PKI域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一个 PKI 域，并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1.5.4  配置设备信任的CA名称 

1. 功能简介 

获取本地证书之前，若当前的 PKI 域中没有 CA 证书，则需要首先获取 CA 证书。获取 CA 证书之

前，必须配置信任的 CA 名称。 

如果在同一台服务器主机上配置了两个 CA，且它们的 URL 是相同的，则需要在 PKI 域中指定的信

任的 CA 名称来区分它们。设备信任的 CA 的名称只是在获取 CA 证书时使用，申请本地证书时不

会用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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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设备信任的 CA 名称。 
ca identifier 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信任的 CA 名称。 

1.5.5  指定用户申请证书的PKI实体名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指定用于申请证书的 PKI 实体名称。 
certificate request entity entity-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用于申请证书的 PKI 实体名称。 

1.5.6  配置证书申请的注册受理机构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配置证书申请的注册受理机构。 
certificate request from { ca | ra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证书申请的注册受理机构。 

1.5.7  配置注册受理机构服务器的URL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配置注册受理机构服务器的 URL。 
certificate request url url-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注册受理机构服务器的 URL。 

1.5.8  配置证书申请状态查询的周期和最大次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配置证书申请状态查询的周期和 大次数。 
certificate request polling { count count | interval interv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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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证书申请查询间隔为 20 分钟， 多查询 50 次。 

1.5.9  指定LDAP服务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指定 LDAP 服务器。 
ldap-server host hostname [ port port-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LDAP 服务器。 

1.5.10  配置验证CA根证书时使用的指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配置验证 CA 根证书时使用的指纹。 

（非 FIPS 模式） 
root-certificate fingerprint { md5 | sha1 } string 

（FIPS 模式） 
root-certificate fingerprint sha1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验证根证书时使用的指纹。 

1.5.11  指定证书申请时使用的密钥对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申请证书前必须指定使用的密钥对，但该密钥对不必已经存在。申请过程中，如果指定的密钥对不

存在，PKI 实体可以根据指定的名字、算法和密钥模数长度生成相应的密钥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指定证书申请时使用的密钥对。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指定 RSA 密钥对。 
public-key rsa { { encryption name encryption-key-name [ length 
key-length ] | signature name signature-key-name [ length key-length ] } 
* | general name key-name [ length key-length ] } 

 指定 ECDSA 密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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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FIPS 模式） 
public-key ecdsa name key-name [ secp192r1 | secp256r1 | secp384r1 | 
secp521r1 ] 

（FIPS 模式） 
public-key ecdsa name key-name [ secp256r1 | secp384r1 | secp521r1 ] 

 指定 DSA 密钥对。 
public-key dsa name key-name [ length key-length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所使用的密钥对。 

1.5.12  指定证书的扩展用途 

1. 功能简介 

证书申请中会带有指定的证书扩展用途，但 终签发的证书中带有哪些扩展用途，由 CA 自己的策

略决定，可能与 PKI 域中指定的配置不完全一致。应用程序（例如 IKE，SSL）认证过程中是否会

使用这些用途，由应用程序的策略决定。 

目前支持以下证书扩展用途： 

• 证书扩展用途为 IKE，即 IKE 对等体使用的证书。 

• 证书扩展用途为 SSL 客户端，即 SSL 客户端使用的证书。 

• 证书扩展用途为 SSL 服务器端，即 SSL 服务器端使用的证书。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指定证书的扩展用途。 
usage { ike | ssl-client | ssl-server } * 

缺省情况下，证书可用于所有用途。 

1.5.13  指定PKI操作产生的协议报文使用的源IP地址 

1. 功能简介 

如果希望 PKI 实体操作产生的 PKI 协议报文的源 IP 地址是一个特定的地址，例如当 CA 服务器上

的策略要求仅接受来自指定地址或网段的证书申请时，则需要通过配置指定该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指定 PKI 操作产生的协议报文使用的源 IP 地址。 

（IPv4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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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ip { ip-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网络） 
source ipv6 { ipv6-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PKI 操作产生的协议报文的源 IP 地址为系统根据路由查找到的出接口的地址。 

1.6  配置证书和CRL的存储路径 

1. 功能简介 

获取到本地的证书和CRL有默认存储路径，但同时也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证书文件和CRL
文件的存储路径。证书和 CRL 的存储路径可以指定为不同的路径。 

修改了证书或 CRL 的存储目录后，原存储路径下的证书文件（以.cer 和.p12 为后缀的文件）和 CRL
文件（以.crl 为后缀的文件）将被移动到新路径下保存。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重新配置了证书或 CRL 的存储路径后为了防止证书或 CRL 文件的丢失，重启或关闭设备前一定要

保存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证书和 CRL 的存储路径。 
pki storage { certificates | crls } dir-path 

缺省情况下，证书和 CRL 的存储路径为设备存储介质上的 PKI 目录。 

1.7  申请本地证书 

1.7.1  功能简介 

申请证书的过程就是 PKI 实体向 CA 自我介绍的过程。PKI 实体向 CA 提供身份信息，以及相应的

公钥，这些信息将成为颁发给该 PKI 实体证书的主要组成部分。 

PKI 实体向 CA 提出证书申请，有离线和在线两种方式。 

• 离线申请方式下，CA 允许申请方通过带外方式（如电话、磁盘、电子邮件等）向 CA 提供申

请信息。 

• 在线申请方式下，实体通过 SCEP 协议向 CA 提交申请信息。在线申请有自动申请和手工申

请两种方式。下文将详细介绍这两种方式的具体配置。 

1.7.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线申请本地证书需要遵循以下配置限制和指导： 

• 本地证书已存在的情况下，为保证密钥对与现存证书的一致性，不建议执行命令 public-key 

local create 或 public-key local destroy 创建或删除与现存证书使用的密钥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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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称的密钥对，否则会导致现存证书不可用。有关公钥相关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

全命令参考”中的“公钥管理”。 

• 若要重新申请本地证书，请先使用 pki delete-certificate 命令删除本地证书，然后再

执行 public-key local create 命令生成新的密钥对。 

• 一个 PKI 域中，只能存在 DSA、ECDSA 或 RSA 中一种密钥算法类型的本地证书。采用 DSA
和 ECDSA 算法时，一个 PKI 域中 多只能同时申请和存在一个本地证书；采用 RSA 算法时，

一个 PKI 域中 多只能同时申请和存在一个用途为签名的 RSA 算法本地证书和一个用途为加

密的 RSA 算法本地证书。 

1.7.3  配置准备 

申请证书之前必须保证设备的系统时钟与 CA 的时钟同步，否则设备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证书不在有

效期内，导致申请证书失败。调整系统时钟的方法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设备管理”。 

1.7.4  自动在线申请本地证书 

1. 功能简介 

配置证书申请方式为自动方式后，当有应用协议与 PKI 联动时，如果应用协议中的 PKI 实体无本地

证书（例如，IKE 协商采用数字签名方法进行身份认证，但在协商过程中没有发现本地证书），则

PKI 实体自动通过 SCEP 协议向 CA 发起证书申请，并在申请成功后将本地证书获取到本地保存。

在证书申请之前，若当前的 PKI 域中没有 CA 证书，也会首先自动获取 CA 证书。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系统自动申请到的证书，当它们即将过期时或正式过期后，系统不会自动向 CA 发起重新申请。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由于证书过期造成应用协议的业务中断。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配置证书申请为自动方式。 
certificate request mode auto [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缺省情况下，证书申请为手工方式。 

证书申请为自动方式时，可以指定吊销证书时使用的密码，是否需要指定密码是由 CA 服务

器的策略决定的。 

1.7.5  手工在线申请本地证书 

1. 功能简介 

配置证书申请方式为手工方式后，需要手工执行申请本地证书的操作。手工申请成功后，设备将把

申请到的本地证书自动获取到本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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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配置证书申请为手工方式。 
certificate request mode manual 

缺省情况下，证书申请为手工方式。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手工获取 CA 证书。 

请参见“1.9  手工获取证书”。 

如果 PKI 域中不存在 CA 证书，需要手工获取 CA 证书。CA 证书用来验证获取到的本地证书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6) 手工申请本地证书。 
pki request-certificate domain domain-name [ password password ] 

此命令不会被保存在配置文件中。 

手工申请本地证书时，可以指定吊销证书时使用的密码，是否需要指定密码是由 CA 服务器

的策略决定的。 

1.7.6  离线申请本地证书 

1. 功能简介 

当无法通过 SCEP 协议向 CA 在线申请证书时，可以采用此方式申请本地证书。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配置证书申请为手工方式。 
certificate request mode manual 

缺省情况下，证书申请为手工方式。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手工获取 CA 证书。 

请参见“1.9  手工获取证书”。 

如果 PKI 域中不存在 CA 证书，需要手工获取 CA 证书。CA 证书用来验证获取到的本地证书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6) 手工申请本地证书或生成 PKCS#10 证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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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i request-certificate domain domain-name pkcs10 [ filename filename ] 

此命令不会被保存在配置文件中。 

(7) 通过带外方式将本地证书申请信息发送给 CA。 

(8) 通过带外方式将本地证书获取到本地。 

(9) 将本地证书导入指定的 PKI 域中。 
pki import domain domain-name { der local filename filename | p12 local 
filename filename | pem local } [ filename filename ] } 

1.8  停止证书申请过程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通过此配置停止正在进行中的证书申请过程。用户在证书申请时，可能由于某种原因需要

改变证书申请的一些参数，比如通用名、国家代码、FQDN 等，而此时证书申请过程正在进行，为

了新的申请不与之前的申请发生冲突，建议先停止之前的申请，再进行新的申请。可以通过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request-status 命令查询正在进行中的证书申请过程。 

另外，删除 PKI 域也可以停止对应的证书申请过程。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停止证书申请过程。 
pki abort-certificate-request domain domain-name 

此命令不会被保存在配置文件中。 

1.9  手工获取证书 

1. 功能简介 

获取证书的目的是：将 CA 签发的与 PKI 实体所在 PKI 域有关的证书存放到本地，以提高证书的查

询效率，减少向 PKI 证书发布点查询的次数。 

用户通过此配置可以将已存在的 CA 证书、本地证书或者外部 PKI 实体证书获取至本地保存。获取

证书有两种方式：离线导入方式和在线方式。 

• 离线导入方式：通过带外方式（如 FTP、磁盘、电子邮件等）取得证书，然后将其导入至本

地。如果设备所处的环境中没有证书的发布点、CA服务器不支持通过SCEP协议与设备交互、

或者证书对应的密钥对由 CA 服务器生成，则可采用此方式获取证书。 

• 在线方式：从证书发布服务器上在线获取证书并下载至本地，包括通过 SCEP 协议获取 CA
证书和通过 LDAP 协议获取本地或对端证书。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本地已有 CA 证书存在，则不允许执行在线方式获取 CA 证书的操作。若想重新获取，请先使

用 pki delete-certificate 命令删除 CA 证书与本地证书后，再执行获取 CA 证书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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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PKI 域中已经有本地证书或对端证书，仍然允许执行在线方式获取本地证书或对端证书，获取

到的证书直接覆盖已有证书。但对于 RSA 算法的证书而言，一个 PKI 域中可以存在一个签名用途

的证书和一个加密用途的证书，不同用途的证书不会相互覆盖。 

如果使能了 CRL 检查，手工获取证书时会触发 CRL 检查，如果 CRL 检查时发现待获取的证书已经

吊销，则获取证书失败。 

设备根据自身的系统时间来判断当前的证书是否还在其有效期内，设备系统时间不准确可能导致设

备对于证书有效期的判断出现误差或错误，例如认为实际还在有效期内证书已过期，因此请确保设

备系统时间的准确性。 

3. 配置准备 

获取本地证书或对端证书之前必须完成以下操作： 

• 在线获取本地证书和对端证书是通过 LDAP 协议进行的，因此在线获取本地证书或对端证书

之前必须完成 PKI 域中指定 LDAP 服务器的配置。 

• 离线导入证书之前，需要通过 FTP、TFTP 等协议将证书文件传送到设备的存储介质中。如果

设备所处的环境不允许使用 FTP、TFTP 等协议，则可以直接采用在终端上粘贴证书内容的方

式导入，但是粘贴的证书必须是 PEM（Privacy Enhanced Mail，增强保密邮件）格式的，因

为只有 PEM 格式的证书内容为可打印字符。 

• 只有存在签发本地证书的 CA 证书链才能成功导入本地证书，这里的 CA 证书链可以是保存在

PKI 域中的，也可以是本地证书中携带的。若设备和本地证书中都没有 CA 证书链，则需要预

先获取到 CA 证书链。导入对端证书时，需要满足的条件与导入本地证书相同。 

• 离线导入含有被加密的密钥对的本地证书时，需要输入加密口令。请提前联系 CA 服务器管理

员取得该口令。 

4.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手工获取证书。 

 离线导入方式 
pki import domain domain-name { der { ca | local | peer } filename 
filename | p12 local filename filename | pem { ca | local | peer } 
[ filename filename ] } 

 在线方式 
pki retrieve-certificate domain domain-name { ca | local | peer 
entity-name } 

pki retrieve-certificate 命令不会被保存在配置文件中。 

1.10  配置证书验证 

1.10.1  功能简介 

在使用每一个证书之前，必须对证书进行验证。证书验证包括检查本地、CA 证书是否由可信的 CA
签发，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证书是否未被吊销。申请证书、获取证书以及应用程序使用 PKI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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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会自动对证书进行验证，因此一般不需要使用命令行手工进行证书验证。如果用户希望在没

有任何前述操作的情况下单独执行证书的验证，可以手工执行证书验证。 

配置证书验证时可以设置是否必须进行 CRL 检查。CRL 检查的目的是查看 PKI 实体的证书是否被

CA 吊销，若检查结果表明 PKI 实体的证书已经被吊销，那么该证书就不再被其它 PKI 实体信任。 

• 如果配置为开启 CRL 检查，则需要首先从 CRL 发布点获取 CRL。PKI 域中未配置 CRL 发布

点的 URL 时，从该待验证的证书中获取发布点信息：优先获取待验证的证书中记录的发布点，

如果待验证的证书中没有记录发布点，则获取 CA 证书中记录的发布点（若待验证的证书为

CA 证书，则获取上一级 CA 证书中记录的发布点）。如果无法通过任何途径得到发布点，则通

过 SCEP 协议获取 CRL。由于设备通过 SCEP 获取 CRL 是在获取到 CA 证书和本地证书之后

进行，因此该方式下必须保证设备已经获取到 CA 证书和本地证书。开启了 CRL 检查的情况

下，如果 PKI 域中不存在相应的 CRL、CRL 获取失败、或者 CRL 检查时发现待获取的证书

已经吊销，则手动申请证书、获取证书的操作将会失败。 

• 如果配置为关闭 CRL 检查，则不需要获取 CRL。 

1.10.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验证一个 PKI 域中的 CA 证书时，系统会逐级验证本域 CA 证书链上的所有 CA 证书的有效性，因

此需要保证设备上存在该 CA 证书链上的所有上级 CA 证书所属的 PKI 域。验证某一级 CA 证书时，

系统会根据该 CA 证书的签发者名（IssuerName）查找对应的上一级 CA 证书，以及上一级 CA 证

书所属的（一个或多个）PKI 域。若查找到了相应的 PKI 域，且该 PKI 域中开启了 CRL 检查，则

根据该 PKI 域中的配置对待验证的 CA 证书进行吊销检查，否则不检查待验证的 CA 证书是否被吊

销。检查 CA 证书链中的 CA（根 CA 除外）是否被吊销后，从根 CA 逐级验证 CA 证书链的签发关

系。 

1.10.3  开启CRL检查的证书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可选）配置 CRL 发布点的 URL。 
crl url url-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CRL 发布点的 URL。 

(4) 开启 CRL 检查。 
crl check enable 

缺省情况下，CRL 检查处于开启状态。 

(5)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6) 获取 CA 证书。 

请参见“1.9  手工获取证书”。 

在进行本地证书验证操作之前必须首先获取 CA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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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获取 CRL 并下载至本地。 
pki retrieve-crl domain domain-name 

验证非根 CA 证书和本地证书时，如果 PKI 域中没有 CRL，系统会自动获取 CRL 再进行验证；

如果 PKI 域已经存在 CRL，则可以继续获取 CRL，获取到的新 CRL 会覆盖已有 CRL。 

获取到的CRL不一定是本域CA签发的，但肯定是本域CA证书链上的一个CA证书签发的。 

(8) 验证证书的有效性。 
pki validate-certificate domain domain-name { ca | local } 

1.10.4  关闭CRL检查的证书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KI 域视图。 
pki domain domain-name 

(3) 关闭 CRL 检查。 
undo crl check enable 

缺省情况下，CRL 检查处于开启状态。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获取 CA 证书。 

请参见“1.9  手工获取证书”。 

在进行本地证书验证操作之前必须首先获取 CA 证书。 

(6) 验证证书的有效性。 
pki validate-certificate domain domain-name { ca | local } 

此命令不会被保存在配置文件中。 

1.11  导出证书 

1. 功能简介 

PKI 域中已存在的 CA 证书、本地证书可以导出到文件中保存或导出到终端上显示，导出的证书可

以用于证书备份或供其它设备使用。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以 PKCS12 格式导出所有证书时，PKI 域中必须有本地证书，否则会导出失败。 

导出证书时若不指定文件名，则表示要将证书导出到终端上显示，这种方式仅 PEM 格式的证书才

支持。 

导出证书时若指定文件名，则表示证书将导出到指定文件中保存。导出 RSA 算法类型的本地证书

时，设备上实际保存证书的证书文件名称并不一定是用户指定的名称，它与本地证书的密钥对用途

相关，具体的命名规则请参见 PKI 命令手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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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导出证书。 

 导出 DER 格式的证书。 
pki export domain domain-name der { all | ca | local } filename filename 

 导出 PKCS12 格式的证书。 
pki export domain domain-name p12 { all | local } passphrase p12-key 
filename filename 

 导出 PEM 格式的证书。 
pki export domain domain-name pem { { all | local } [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92-cbc | aes-256-cbc | des-cbc } pem-key ] | ca } 
[ filename filename ] 

1.12  删除证书 

1. 功能简介 

由 CA 颁发的证书都会设置有效期，证书生命周期的长短由签发证书的 CA 来确定。当用户的私钥

被泄漏或证书的有效期快到时，应该重新申请新的证书。以下情况需要删除证书： 

• 证书过期时，可以通过此配置删除已经存在的本地证书、CA 证书或对端证书。 

• 用户的私钥被泄漏或希望重新申请证书时，可以通过此配置删除已经存在的本地证书。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删除 CA 证书时将同时删除所在 PKI 域中的本地证书、所有对端证书以及 CRL。 

重新申请证书之前，应该先使用命令 public-key local destroy 删除旧的密钥对，再使用

public-key local create 生成新的密钥对。相关命令的详细介绍可参考“安全命令参考”中

的“公钥管理”。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删除证书。 
pki delete-certificate domain domain-name { ca | local | peer [ serial 
serial-num ] } 

如果未指定序列号，则删除所有对端证书。 

1.13  配置证书访问控制策略 

1.13.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证书的访问控制策略，可以对安全应用中的用户访问权限进行进一步的控制，保证了与之

通信的服务器端的安全性。例如，在 HTTPS（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超文本传输协

议的安全版本）应用中，HTTPS 服务器可以通过引用证书访问控制策略，根据自身的安全需要对

客户端的证书合法性进行检测。 



 

1-18 

1. 证书访问控制规则和属性组 

一个证书访问控制策略中可以定义多个证书属性的访问控制规则（通过 rule 命令配置），每一个

访问控制规则都与一个证书属性组关联。一个证书属性组是一系列属性规则（通过 attribute 命

令配置）的集合，这些属性规则是对证书的颁发者名、主题名以及备用主题名进行过滤的匹配条件。 

2. 证书访问控制策略规则的匹配原则 

如果一个证书中的相应属性能够满足一条访问控制规则所关联的证书属性组中所有属性规则的要

求，则认为该证书和该规则匹配。如果一个证书访问控制策略中有多个规则，则按照规则编号从小

到大的顺序遍历所有规则，一旦证书与某一个规则匹配，则立即结束检测，不再继续匹配其它规则。 

规则的匹配结果决定了证书的有效性，具体如下： 

• 如果证书匹配到的规则中指定了 permit 关键字，则该证书将被认为通过了访问控制策略的

检测且有效。 

• 如果证书匹配到的规则中指定了 deny 关键字，则该证书将被认为未通过访问控制策略的检测

且无效。 

• 若遍历完所有规则后，证书没有与任何规则匹配，则该证书将因不能通过访问控制策略的检

测而被认为无效。 

• 若证书访问控制策略下某访问控制规则关联的证书属性组不存在，或者该证书属性组没有配

置任何属性，则认为被检测的证书都能够与此规则匹配。 

• 若安全应用（如 HTTPS）引用的证书访问控制策略不存在，则认为该应用中被检测的证书有

效。 

1.13.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证书属性组，并进入证书属性组视图。 
pki certificate attribute-group group-name 

(3) 配置证书颁发者名、证书主题名及备用主题名的属性规则。 
attribute id { alt-subject-name { fqdn | ip } | { issuer-name | 
subject-name } { dn | fqdn | ip } } { ctn | equ | nctn | nequ} attribute-value 

缺省情况下，对证书颁发者名、证书主题名及备用主题名没有限制。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创建证书访问控制策略，并进入证书访问控制策略视图。 
pki certificate access-control-policy policy-name 

(6) 配置证书属性的访问控制规则。 
rule [ id ] { deny | permit } group-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证书属性的访问控制规则，认为所有证书都可以通过该控制策略的过

滤。 

一个证书访问控制策略中可配置多个访问控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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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PKI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PKI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PKI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证书访问控制策略的配置信息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access-control-policy 
[ policy-name ] 

显示证书属性组的配置信息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attribute-group 
[ group-name ] 

显示证书内容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domain-name { ca | 
local | peer [ serial serial-num ] } 

显示证书申请状态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request-status [ domain 
domain-name ] 

显示存储在本地的CRL display pki crl domain domain-name 

 

1.15  PKI典型配置举例 

 

当采用 Windows Server 作为 CA 时，需要安装 SCEP 插件。在这种情况下，配置 PKI 域时，需要

使用 certificate request from ra 命令指定 PKI 实体从 RA 注册申请证书。 

当采用 RSA Keon 软件时，不需要安装 SCEP 插件。在这种情况下，配置 PKI 域时，需要使用

certificate request from ca 命令指定 PKI 实体从 CA 注册申请证书。 

当采用 OpenCA 软件时，需要启用 SCEP 功能，在这种情况下，配置 PKI 域时，需要使用

certificate requeset from ra 命令指定 PKI 实体从 RA 注册申请证书。 

 

1.15.1  PKI实体向CA申请证书（采用RSA Keon CA服务器） 

1. 组网需求 

配置 PKI 实体 Device 向 CA 服务器申请本地证书。 

2. 组网图 

图1-2 PKI 实体向 CA 申请证书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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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CA服务器 

(1) 创建 CA 服务器 myca 

在本例中，CA 服务器上首先需要进行基本属性 Nickname 和 Subject DN 的配置。其它属性

选择默认值。其中，Nickname 为可信任的 CA 名称（本例中为 myca），Subject DN 为 CA
的 DN 属性，包括 CN、OU、O 和 C。 

(2) 配置扩展属性 

基本属性配置完毕之后，还需要在生成的 CA 服务器管理页面上对“Jurisdiction 
Configuration”进行配置，主要内容包括：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扩展选项；启动自动颁发证

书功能；添加可以自动颁发证书的地址范围。 

以上配置完成之后，还需要保证设备的系统时钟与 CA 的时钟同步才可以正常使用设备来申

请证书和获取 CRL。 

4. 配置Device 

(1) 配置 PKI 实体 

# 配置 PKI 实体名称为 aaa，通用名为 Device。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pki entity aaa 

[Device-pki-entity-aaa] common-name Device 

[Device-pki-entity-aaa] quit 

(2) 配置 PKI 域 

# 创建并进入 PKI 域 torsa。 
[Device] pki domain torsa 

# 配置设备信任的 CA 的名称为 myca。 
[Device-pki-domain-torsa] ca identifier myca 

# 配置注册受理机构服务器的 URL，格式为 http://host:port/Issuing Jurisdiction ID。其中的

Issuing Jurisdiction ID 为 CA 服务器上生成的 16 进制字符串。 
[Device-pki-domain-torsa] certificate request url 
http://1.1.2.22:446/80f6214aa8865301d07929ae481c7ceed99f95bd 

# 配置证书申请的注册受理机构为 CA。 
[Device-pki-domain-torsa] certificate request from ca 

# 指定 PKI 实体名称为 aaa。 
[Device-pki-domain-torsa] certificate request entity aaa 

# 配置 CRL 发布点位置。 
[Device-pki-domain-torsa] crl url ldap://1.1.2.22:389/CN=myca 

(3) # 指定证书申请使用的密钥对，用途为通用，名称为 abc，密钥对长度为 1024 比特。 
[Device-pki-domain-torsa] public-key rsa general name abc length 1024 

[Device-pki-domain-torsa] quit 

(4) 生成 RSA 算法的本地密钥对 
[Device]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name abc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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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ng Keys...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5) 证书申请 

# 获取 CA 证书并下载至本地。 
[Device] pki retrieve-certificate domain torsa ca 

The trusted CA's finger print is: 

    MD5  fingerprint:EDE9 0394 A273 B61A F1B3 0072 A0B1 F9AB 

    SHA1 fingerprint: 77F9 A077 2FB8 088C 550B A33C 2410 D354 23B2 73A8 

Is the finger print correct?(Y/N):y 

Retrieved the certificates successfully. 

# 手工申请本地证书。（采用 RSA Keon CA 服务器申请证书时，必须指定 password 参数） 
[Device] pki request-certificate domain torsa password 1111 

Start to request general certificate ... 

…… 

Certificate requested successfully. 

5. 验证配置 

# 通过以下显示命令可以查看申请到的本地证书信息。 
[Device]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torsa local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15:79:75:ec:d2:33:af:5e:46:35:83:bc:bd:6e:e3:b8 

        Signature Algorithm: sha1WithRSAEncryption 

        Issuer: CN=myca 

        Validity 

            Not Before: Jan  6 03:10:58 2013 GMT 

            Not After : Jan  6 03:10:58 2014 GMT 

        Subject: CN=Device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rsaEncryption 

                Public-Key: (1024 bit) 

                Modulus: 

                    00:ab:45:64:a8:6c:10:70:3b:b9:46:34:8d:eb:1a: 

                    a1:b3:64:b2:37:27:37:9d:15:bd:1a:69:1d:22:0f: 

                    3a:5a:64:0c:8f:93:e5:f0:70:67:dc:cd:c1:6f:7a: 

                    0c:b1:57:48:55:81:35:d7:36:d5:3c:37:1f:ce:16: 

                    7e:f8:18:30:f6:6b:00:d6:50:48:23:5c:8c:05:30: 

                    6f:35:04:37:1a:95:56:96:21:95:85:53:6f:f2:5a: 

                    dc:f8:ec:42:4a:6d:5c:c8:43:08:bb:f1:f7:46:d5: 

                    f1:9c:22:be:f3:1b:37:73:44:f5:2d:2c:5e:8f:40: 

                    3e:36:36:0d:c8:33:90:f3:9b 

                Exponent: 65537 (0x10001)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CRL Distributio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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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 Name: 

                  DirName: CN = myca 

 

    Signature Algorithm: sha1WithRSAEncryption 

        b0:9d:d9:ac:a0:9b:83:99:bf:9d:0a:ca:12:99:58:60:d8:aa: 

        73:54:61:4b:a2:4c:09:bb:9f:f9:70:c7:f8:81:82:f5:6c:af: 

        25:64:a5:99:d1:f6:ec:4f:22:e8:6a:96:58:6c:c9:47:46:8c: 

        f1:ba:89:b8:af:fa:63:c6:c9:77:10:45:0d:8f:a6:7f:b9:e8: 

        25:90:4a:8e:c6:cc:b8:1a:f8:e0:bc:17:e0:6a:11:ae:e7:36: 

        87:c4:b0:49:83:1c:79:ce:e2:a3:4b:15:40:dd:fe:e0:35:52: 

        ed:6d:83:31:2c:c2:de:7c:e0:a7:92:61:bc:03:ab:40:bd:69: 

        1b:f5 

关于获取到的 CA 证书的详细信息可以通过相应的显示命令来查看，此处略。具体内容请参考命令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1.15.2  PKI实体向CA申请证书（采用Windows 2003 server CA服务器） 

1. 组网需求 

配置 PKI 实体 Device 向 CA 服务器申请本地证书。 

2. 组网图 

图1-3 PKI 实体向 CA 申请证书组网图 

 
 

3. 配置CA服务器 

(1) 安装证书服务器组件 

打开[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选择[添加/删除 Windows 组件]中的“证书服务”进行安装。

安装过程中设置 CA 的名称，该名称为信任的 CA 的名称（本例中为 myca）。 

(2) 安装 SCEP 插件 

由于 Windows 2003 server 作为 CA 服务器时，缺省情况下不支持 SCEP，所以需要安装

SCEP 插件，才能使设备具备证书自动注册、获取等功能。插件安装完毕后，弹出提示框，

提示框中的 URL 地址即为设备上配置的注册服务器地址。 

(3) 修改证书服务的属性 

完成上述配置后，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中的[证书颁发机构]，如果安装成功，在[颁发的

证书]中将存在两个 CA 颁发给 RA 的证书。选择[CA server 属性]中的“策略模块”的属性为

“如果可以的话，按照证书模板中的设置。否则，将自动颁发证书(F)。” 

(4) 修改 IIS 服务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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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中的[Internet 信息服务(IIS)管理器]，将[默认网站 属性]中“主目录”

的本地路径修改为证书服务保存的路径。另外，为了避免与已有的服务冲突，建议修改默认

网站的 TCP 端口号为未使用的端口号（本例中为 8080）。 

以上配置完成之后，还需要保证设备的系统时钟与 CA 的时钟同步才可以正常使用设备来申

请证书。 

4. 配置Device 

(1) 配置 PKI 实体 

# 配置 PKI 实体名称为 aaa，通用名为 test。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pki entity aaa 

[Device-pki-entity-aaa] common-name test 

[Device-pki-entity-aaa] quit 

(2) 配置 PKI 域 

# 创建并进入 PKI 域 winserver。 
[Device] pki domain winserver 

# 配置设备信任的 CA 的名称为 myca。 
[Device-pki-domain-winserver] ca identifier myca 

# 配置注册受理机构服务器的URL，格式为http://host:port/certsrv/mscep/mscep.dll。其中，

host:port 为 CA 服务器的主机地址和端口号。 
[Device-pki-domain-winserver] certificate request url 
http://4.4.4.1:8080/certsrv/mscep/mscep.dll 

# 配置证书申请的注册受理机构为 RA。 
[Device-pki-domain-winserver] certificate request from ra 

# 指定 PKI 实体名称为 aaa。 
[Device-pki-domain-winserver] certificate request entity aaa 

# 指定证书申请使用的密钥对，用途为通用，名称为 abc，密钥长度为 1024 比特。 
[Device-pki-domain-winserver] public-key rsa general name abc length 1024 

[Device-pki-domain-winserver] quit 

(3) 生成 RSA 算法的本地密钥对 
[Device]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name abc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4) 证书申请 

# 获取 CA 证书并下载至本地。 
[Device] pki retrieve-certificate domain winserver ca 

The trusted CA's finger print is: 

    MD5  fingerprint:766C D2C8 9E46 845B 4DCE 439C 1C1F 83AB 

    SHA1 fingerprint:97E5 DDED AB39 3141 75FB DB5C E7F8 D7D7 7C9B 97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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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finger print correct?(Y/N):y 

Retrieved the certificates successfully. 

# 手工申请本地证书。 
[Device] pki request-certificate domain winserver 

Start to request general certificate ... 

…… 

Certificate requested successfully. 

5. 验证配置 

# 通过以下显示命令可以查看申请到的本地证书信息。 
[Device]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winserver local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Negative)01:03:99:ff:ff:ff:ff:fd:11 

        Signature Algorithm: sha1WithRSAEncryption 

        Issuer: CN=sec 

        Validity 

            Not Before: Dec 24 07:09:42 2012 GMT 

            Not After : Dec 24 07:19:42 2013 GMT 

        Subject: CN=test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rsaEncryption 

                Public-Key: (2048 bit) 

                Modulus: 

                    00:c3:b5:23:a0:2d:46:0b:68:2f:71:d2:14:e1:5a: 

                    55:6e:c5:5e:26:86:c1:5a:d6:24:68:02:bf:29:ac: 

                    dc:31:41:3f:5d:5b:36:9e:53:dc:3a:bc:0d:11:fb: 

                    d6:7d:4f:94:3c:c1:90:4a:50:ce:db:54:e0:b3:27: 

                    a9:6a:8e:97:fb:20:c7:44:70:8f:f0:b9:ca:5b:94: 

                    f0:56:a5:2b:87:ac:80:c5:cc:04:07:65:02:39:fc: 

                    db:61:f7:07:c6:65:4c:e4:5c:57:30:35:b4:2e:ed: 

                    9c:ca:0b:c1:5e:8d:2e:91:89:2f:11:e3:1e:12:8a: 

                    f8:dd:f8:a7:2a:94:58:d9:c7:f8:1a:78:bd:f5:42: 

                    51:3b:31:5d:ac:3e:c3:af:fa:33:2c:fc:c2:ed:b9: 

                    ee:60:83:b3:d3:e5:8e:e5:02:cf:b0:c8:f0:3a:a4: 

                    b7:ac:a0:2c:4d:47:5f:39:4b:2c:87:f2:ee:ea:d0: 

                    c3:d0:8e:2c:80:83:6f:39:86:92:98:1f:d2:56:3b: 

                    d7:94:d2:22:f4:df:e3:f8:d1:b8:92:27:9c:50:57: 

                    f3:a1:18:8b:1c:41:ba:db:69:07:52:c1:9a:3d:b1: 

                    2d:78:ab:e3:97:47:e2:70:14:30:88:af:f8:8e:cb: 

                    68:f9:6f:07:6e:34:b6:38:6a:a2:a8:29:47:91:0e: 

                    25:39 

                Exponent: 65537 (0x10001)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Key Usage: 

                Digital Signature, Non Repudiation, Key Encipherment, Data Enc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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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nt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C9:BB:D5:8B:02:1D:20:5B:40:94:15:EC:9C:16:E8:9D:6D:FD:9F:34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32:F1:40:BA:9E:F1:09:81:BD:A8:49:66:FF:F8:AB:99:4A:30:21:9 

B 

 

            X509v3 CRL Distribution Points: 

 

                Full Name: 

                  URI:file://\\g07904c\CertEnroll\sec.crl 

 

            Authority Information Access: 

                CA Issuers - URI:http://gc/CertEnroll/gc_sec.crt 

                CA Issuers - URI:file://\\gc\CertEnroll\gc_sec.crt 

 

            1.3.6.1.4.1.311.20.2: 

                .0.I.P.S.E.C.I.n.t.e.r.m.e.d.i.a.t.e.O.f.f.l.i.n.e 

    Signature Algorithm: sha1WithRSAEncryption 

        76:f0:6c:2c:4d:bc:22:59:a7:39:88:0b:5c:50:2e:7a:5c:9d: 

        6c:28:3c:c0:32:07:5a:9c:4c:b6:31:32:62:a9:45:51:d5:f5: 

        36:8f:47:3d:47:ae:74:6c:54:92:f2:54:9f:1a:80:8a:3f:b2: 

        14:47:fa:dc:1e:4d:03:d5:d3:f5:9d:ad:9b:8d:03:7f:be:1e: 

        29:28:87:f7:ad:88:1c:8f:98:41:9a:db:59:ba:0a:eb:33:ec: 

        cf:aa:9b:fc:0f:69:3a:70:f2:fa:73:ab:c1:3e:4d:12:fb:99: 

        31:51:ab:c2:84:c0:2f:e5:f6:a7:c3:20:3c:9a:b0:ce:5a:bc: 

        0f:d9:34:56:bc:1e:6f:ee:11:3f:7c:b2:52:f9:45:77:52:fb: 

        46:8a:ca:b7:9d:02:0d:4e:c3:19:8f:81:46:4e:03:1f:58:03: 

        bf:53:c6:c4:85:95:fb:32:70:e6:1b:f3:e4:10:ed:7f:93:27: 

        90:6b:30:e7:81:36:bb:e2:ec:f2:dd:2b:bb:b9:03:1c:54:0a: 

        00:3f:14:88:de:b8:92:63:1e:f5:b3:c2:cf:0a:d5:f4:80:47: 

        6f:fa:7e:2d:e3:a7:38:46:f6:9e:c7:57:9d:7f:82:c7:46:06: 

        7d:7c:39:c4:94:41:bd:9e:5c:97:86:c8:48:de:35:1e:80:14: 

        02:09:ad:08 

关于获取到的 CA 证书的详细信息可以通过相应的显示命令来查看，此处略。具体内容请参考命令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1.15.3  PKI实体向CA申请证书（采用OpenCA服务器） 

1. 组网需求 

配置 PKI 实体 Device 向 CA 服务器申请本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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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4 PKI 实体向 CA 申请证书组网图 

 
 

3. 配置CA服务器 

配置过程略，具体请参考 Open CA 服务器的相关手册。 

需要注意的是： 

• 使用 OpenCA 新版本的 rpm 包进行安装，OpenCA 有多个版本，但只有 0.9.2 以后的版本

才支持 SCEP，至少要安装 0.9.2 以后的版本。 

• OpenCA 服务器配置完成之后，还需要保证设备的系统时钟与 CA 的时钟同步才可以正常使用

设备来申请证书。 

4. 配置Device 

(1) 配置 PKI 实体 

# 配置 PKI 实体，名称为 aaa、通用名为 rnd、国家码为 CN、组织名为 test、组织部门名为

software。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pki entity aaa 

[Device-pki-entity-aaa] common-name rnd 

[Device-pki-entity-aaa] country CN 

[Device-pki-entity-aaa] organization test 

[Device-pki-entity-aaa] organization-unit software 

[Device-pki-entity-aaa] quit 

(2) 配置 PKI 域 

# 创建并进入 PKI 域 openca。 
[Device] pki domain openca 

# 配置设备信任的 CA 的名称为 myca。 
[Device-pki-domain-openca] ca identifier myca 

# 配置注册受理机构服务器的 URL。通常，格式为 http://host/cgi-bin/pki/scep。其中，host
为 OpenCA 服务器的主机地址。 
[Device-pki-domain-openca] certificate request url 
http://192.168.222.218/cgi-bin/pki/scep 

# 配置证书申请的注册受理机构为 RA。 
[Device-pki-domain-openca] certificate request from ra 

# 指定 PKI 实体名称为 aaa。 
[Device-pki-domain-openca] certificate request entity aaa 

# 指定证书申请使用的 RSA 密钥对，用途为通用，名称为 abc，密钥长度为 1024 比特。 
[Device-pki-domain-openca] public-key rsa general name abc length 1024 

[Device-pki-domain-openca]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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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成 RSA 算法的本地密钥对 
[Device]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name abc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4) 证书申请 

# 获取 CA 证书并下载至本地。 
[Device] pki retrieve-certificate domain openca ca 

The trusted CA's finger print is: 

    MD5  fingerprint:5AA3 DEFD 7B23 2A25 16A3 14F4 C81C C0FA 

    SHA1 fingerprint:9668 4E63 D742 4B09 90E0 4C78 E213 F15F DC8E 9122 

Is the finger print correct?(Y/N):y 

Retrieved the certificates successfully. 

# 手工申请本地证书。 
[Device] pki request-certificate domain openca 

Start to request general certificate ... 

…… 

Certificate requested successfully. 

5. 验证配置 

# 通过以下显示命令可以查看申请到的本地证书信息。 
[Device]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openca local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21:1d:b8:d2:e4:a9:21:28:e4:de 

        Signature Algorithm: sha256WithRSAEncryption 

        Issuer: C=CN, L=shangdi, ST=pukras, O=OpenCA Labs, OU=mysubUnit, CN=sub-ca, 
DC=pki-subdomain, DC=mydomain-sub, DC=com 

        Validity 

            Not Before: Jun 30 09:09:09 2011 GMT 

            Not After : May  1 09:09:09 2012 GMT 

        Subject: CN=rnd, O=test, OU=software, C=CN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rsaEncryption 

                Public-Key: (1024 bit) 

                Modulus: 

                    00:b8:7a:9a:b8:59:eb:fc:70:3e:bf:19:54:0c:7e: 

                    c3:90:a5:d3:fd:ee:ff:c6:28:c6:32:fb:04:6e:9c: 

                    d6:5a:4f:aa:bb:50:c4:10:5c:eb:97:1d:a7:9e:7d: 

                    53:d5:31:ff:99:ab:b6:41:f7:6d:71:61:58:97:84: 

                    37:98:c7:7c:79:02:ac:a6:85:f3:21:4d:3c:8e: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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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d:f8:71:7d:28:a1:15:23:99:ed:f9:a1:c3:be:74: 

                    0d:f7:64:cf:0a:dd:39:49:d7:3f:25:35:18:f4:1c: 

                    59:46:2b:ec:0d:21:1d:00:05:8a:bf:ee:ac:61:03: 

                    6c:1f:35:b5:b4:cd:86:9f:45 

                Exponent: 65537 (0x10001)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ert Type: 

                SSL Client, S/MIME 

            X509v3 Key Usage: 

                Digital Signature, Non Repudiation, Key Encipherment 

            X509v3 Extended Key Usage: 

                TLS Web Client Authentication, E-mail Protection, Microsoft Smartcardlogin 

Netscape Comment: 

                User Certificate of OpenCA Labs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24:71:C9:B8:AD:E1:FE:54:9A:EA:E9:14:1B:CD:D9:45:F4:B2:7A:1B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85:EB:D5:F7:C9:97:2F:4B:7A:6D:DD:1B:4D:DD:00:EE:53:CF:FD:5B 

 

            X509v3 Issuer Alternative Name: 

                DNS:root@docm.com, DNS:, IP Address:192.168.154.145, IP 
Address:192.168.154.138 

            Authority Information Access: 

                CA Issuers - URI:http://192.168.222.218/pki/pub/cacert/cacert.crt 

                OCSP - URI:http://192.168.222.218:2560/ 

                1.3.6.1.5.5.7.48.12 - URI:http://192.168.222.218:830/ 

 

            X509v3 CRL Distribution Points: 

 

                Full Name: 

                  URI:http://192.168.222.218/pki/pub/crl/cacrl.crl 

 

    Signature Algorithm: sha256WithRSAEncryption 

        5c:4c:ba:d0:a1:35:79:e6:e5:98:69:91:f6:66:2a:4f:7f:8b: 

        0e:80:de:79:45:b9:d9:12:5e:13:28:17:36:42:d5:ae:fc:4e: 

        ba:b9:61:f1:0a:76:42:e7:a6:34:43:3e:2d:02:5e:c7:32:f7: 

        6b:64:bb:2d:f5:10:6c:68:4d:e7:69:f7:47:25:f5:dc:97:af: 

        ae:33:40:44:f3:ab:e4:5a:a0:06:8f:af:22:a9:05:74:43:b6: 

        e4:96:a5:d4:52:32:c2:a8:53:37:58:c7:2f:75:cf:3e:8e:ed: 

        46:c9:5a:24:b1:f5:51:1d:0f:5a:07:e6:15:7a:02:31:05:8c: 

        03:72:52:7c:ff:28:37:1e:7e:14:97:80:0b:4e:b9:51:2d:50: 

        98:f2:e4:5a:60:be:25:06:f6:ea:7c:aa:df:7b:8d:59:79:57: 

        8f:d4:3e:4f:51:c1:34:e6:c1:1e:71:b5:0d:85:86:a5:ed:63: 

        1e:08:7f:d2:50:ac:a0:a3:9e:88:48:10:0b:4a:7d:ed:c1:03: 

        9f:87:97:a3:5e:7d:75:1d:ac:7b:6f:bb:43:4d:12:17:9a:76: 

        b0:bf:2f:6a:cc:4b:cd:3d:a1:dd:e0:dc:5a:f3:7c:fb:c3:29: 

        b0:12:49:5c:12:4c:51:6e:62:43:8b:73:b9:26:2a:f9:3d: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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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9:31:89 

关于获取到的 CA 证书的详细信息可以通过相应的显示命令来查看，此处略。具体内容请参考命令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1.15.4  使用RSA数字签名方法进行IKE协商认证（采用Windows 2003 server CA服务器） 

1. 组网需求 

• 在 Device A 和 Device B 之间建立一个 IPsec 安全隧道对子网 10.1.1.0/24 上的主机 A 与子网

11.1.1.0/24 上的主机 B 之间的数据流进行安全保护。 

• 在 Device A 和 Device B 之间使用 IKE 自动协商建立安全通信，IKE 认证策略采用 RSA 数字

签名方法进行身份认证。 

• Device A 和 Device B 使用相同的 CA。 

2. 组网图 

图1-5 使用 RSA 数字签名方法进行 IKE 协商认证组网图 

 
 

3. 配置CA服务器 

本例CA server采用Windows 2003 server CA服务器，CA服务器配置参看“1.15.2  3. 配置CA服务

器”。 

4. 配置Device A 

# 配置 PKI 实体。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pki entity en 

[DeviceA-pki-entity-en] ip 2.2.2.1 



 

1-30 

[DeviceA-pki-entity-en] common-name devicea 

[DeviceA-pki-entity-en] quit 

# 配置 PKI 域参数。 
[DeviceA] pki domain 1 

[DeviceA-pki-domain-1] ca identifier CA1 

[DeviceA-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url http://1.1.1.100/certsrv/mscep/mscep.dll 

[DeviceA-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entity en 

[DeviceA-pki-domain-1] ldap-server host 1.1.1.102 

# 配置通过 RA 注册申请证书。 
[DeviceA-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from ra 

# 指定证书申请使用的 RSA 密钥对，用途为通用，名称为 abc，密钥长度为 1024 比特。 
[DeviceA-pki-domain-1] public-key rsa general name abc length 1024 

[DeviceA-pki-domain-1] quit 

# 生成 RSA 算法的本地密钥对。 
[DeviceA]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name abc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获取 CA 证书并下载至本地。 
[DeviceA] pki retrieve-certificate domain 1 ca 

# 手工申请本地证书。 
[DeviceA] pki request-certificate domain 1 

# 配置 IKE 提议 1，使用数字签名（rsa-signature）方法为身份认证策略。 
[DeviceA] ike proposal 1 

[DeviceA-ike-proposal-1] authentication-method rsa-signature 

[DeviceA-ike-proposal-1] quit 

# 在 IKE profile 1 中指定 IKE 协商使用的 PKI 域。 
[DeviceA] ike profile peer 

[DeviceA-ike-profile-peer] certificate domain 1 

5. 配置Device B 

# 配置 PKI 实体。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pki entity en 

[DeviceB-pki-entity-en] ip 3.3.3.1 

[DeviceB-pki-entity-en] common-name deviceb 

[DeviceB-pki-entity-en] quit 

# 配置 PKI 域参数。（证书申请的注册机构服务器的 URL 根据所使用的 CA 服务器的不同而有所不

同，这里的配置只作为示例，请根据具体情况配置。） 
[DeviceB] pki domain 1 

[DeviceB-pki-domain-1] ca identifier C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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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url http://1.1.1.100/certsrv/mscep/mscep.dll 

[DeviceB-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entity en 

[DeviceB-pki-domain-1] ldap-server host 1.1.1.102 

# 配置通过 RA 注册申请证书。 
[DeviceB-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from ra 

# 指定证书申请使用的 RSA 密钥对，用途为通用，名称为 abc，密钥长度为 1024 比特。 
[DeviceB-pki-domain-1] public-key rsa general name abc length 1024 
[DeviceB-pki-domain-1] quit 

# 生成 RSA 算法的本地密钥对。 
[Device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name abc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获取 CA 证书并下载至本地。 
[DeviceB] pki retrieve-certificate domain 1 ca 

The trusted CA's finger print is: 

    MD5  fingerprint:5C41 E657 A0D6 ECB4 6BD6 1823 7473 AABC 

    SHA1 fingerprint:1616 E7A5 D89A 2A99 9419 1C12 D696 8228 87BC C266 

Is the finger print correct?(Y/N):y 

Retrieved the certificates successfully. 

# 手工申请本地证书。 
[DeviceB] pki request-certificate domain 1 

Start to request general certificate ... 

... 

Certificate requested successfully. 

# 配置 IKE 提议 1，使用 rsa-signature 方法为身份认证策略。 
[DeviceB] ike proposal 1 

[DeviceB-ike-proposal-1] authentication-method rsa-signature 

[DeviceB-ike-proposal-1] quit 

# 在 IKE profile 1 中指定 IKE 协商使用的 PKI 域。 
[DeviceB] ike profile peer 

[DeviceB-ike-profile-peer] certificate domain 1 

 

以上是对 IKE协商采用RSA数字签名认证方法的配置，若希望建立 IPsec安全通道进行安全通信，

还需要进行 IPsec 的相应配置，具体内容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IP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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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  证书属性的访问控制策略应用举例 

1. 组网需求 

• 客户端通过 HTTPS 协议远程访问设备（HTTPS 服务器）。 

• 通过 SSL 协议保证合法客户端安全登录 HTTPS 服务器。 

• HTTPS 服务器要求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并通过制定证书访问控制策略，对客户端的证书

合法性进行检测。 

2. 组网图 

图1-6 证书属性的访问控制策略应用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SSL 策略所引用的 PKI 域 domain1 必须首先创建。 

Device 上也需要申请一个本地证书作为 SSL 服务器端证书。 

 

(1) 配置 HTTPS 服务器 

# 配置 HTTPS 服务器使用的 SSL 策略。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ssl server-policy abc 

[Device-ssl-server-policy-abc] pki-domain domain1 

[Device-ssl-server-policy-abc] client-verify enable 

[Device-ssl-server-policy-abc] quit 

# 设置 HTTPS 服务使用的 SSL 服务器端策略为 abc 
[Device] ip https ssl-server-policy abc 

# 开启 HTTPS 服务。 
[Device] ip https enable 

(2) 配置证书属性组 

# 配置证书属性组 mygroup1，并创建两个属性规则。规则 1 定义证书主题名的 DN 包含字符

串 aabbcc；规则 2 定义证书颁发者名中的 IP 地址等于 10.0.0.1。 
[Device] pki certificate attribute-group mygroup1 

[Device-pki-cert-attribute-group-mygroup1] attribute 1 subject-name dn ctn aabbcc 

[Device-pki-cert-attribute-group-mygroup1] attribute 2 issuer-name ip equ 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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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pki-cert-attribute-group-mygroup1] quit 

# 配置证书属性组 mygroup2，并创建两个属性规则。规则 1 定义证书备用主题名中的 FQDN
不包含字符串 apple；规则 2 定义证书颁发者名的 DN 包含字符串 aabbcc。 
[Device] pki certificate attribute-group mygroup2 

[Device-pki-cert-attribute-group-mygroup2] attribute 1 alt-subject-name fqdn nctn 
apple 

[Device-pki-cert-attribute-group-mygroup2] attribute 2 issuer-name dn ctn aabbcc 

[Device-pki-cert-attribute-group-mygroup2] quit 

(3) 配置证书访问控制策略 

# 创建访问控制策略 myacp，并定义两个访问控制规则。 
[Device] pki certificate access-control-policy myacp 

# 规则 1定义，当证书的属性与属性组mygroup1里定义的属性匹配时，认为该证书无效，不

能通过访问控制策略的检测。 
[Device-pki-cert-acp-myacp] rule 1 deny mygroup1 

# 规则 2定义，当证书的属性与属性组mygroup2里定义的属性匹配时，认为该证书有效，可

以通过访问控制策略的检测。 
[Device-pki-cert-acp-myacp] rule 2 permit mygroup2 

[Device-pki-cert-acp-myacp] quit 

# 设置 HTTPS 服务使用的证书属性访问控制策略为 myacp。 
[Device] ip https certificate access-control-policy myacp 

4. 验证配置 

当客户端通过浏览器访问 HTTPS 服务器时，服务器端首先根据配置的证书访问控制策略检测客户

端证书的有效性。已知该客户端证书的主题名的 DN 为 aabbcc，颁发者名中的 IP 地址为 1.1.1.1，
备用主题名中的 FQDN 名为 banaba，由以上配置可判断匹配结果为： 

• 本地证书的主题名和属性组 mygroup1 中的属性 1 匹配、颁发者名和属性组 mygroup1 中的属

性 2 不匹配，因此该证书和证书属性组 mygroup1 不匹配。 

• 本地证书的备用主题名属性和属性组 mygroup2 中的属性 1 匹配，颁发者名属性和属性组

mygroup2 中的属性 2 匹配，因此该证书和证书属性组 mygroup2 匹配。 

该客户端的证书与访问控制策略 myacp 的规则 1 所引用的证书属性组 mygroup1 不匹配，因此规则

1 不生效；本地证书与访问控制策略 myacp 的规则 2 所引用的证书属性组 mygroup2 匹配，因此规

则 2 生效，该证书可以通过访问控制策略 myacp 的检测。 

通过以上检测后的合法客户端可以成功访问 HTTPS 服务器提供的网页。 

1.15.6  导出、导入证书应用举例 

1. 组网需求 

某网络中的 Device A 将要被 Device B 替换，Device A 上的 PKI 域 exportdomain 中保存了两个携

带私钥的本地证书和一个 CA 证书。为保证替换后的证书可用，需要将原来 Device A 上的证书复制

到 Device B 上去。具体要求如下： 

• 从 Device A 上导出本地证书时，将对应的私钥数据采用 3DES_CBC 算法进行加密，加密口

令为 111111。 

• 来自 Device A 的证书以 PEM 编码的格式保存于 Device B 上的 PKI 域 importdomain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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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7 导出、导入证书应用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从 Device A 上导出本地证书到指定文件 

# 将 PKI 域中的 CA 证书导出到 PEM 格式的文件中，文件名为 pkicachain.pem。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pki export domain exportdomain pem ca filename pkicachain.pem 

# 将 PKI 域中的本地证书导出到 PEM 格式的文件中，文件名为 pkilocal.pem。导出时对本地

证书对应的私钥数据采用 3DES_CBC 算法进行加密，加密口令为 111111。 
[DeviceA] pki export domain exportdomain pem local 3des-cbc 111111 filename pkilocal.pem 

以上过程完成后，系统中将会生成三个 PEM 格式的证书文件，它们分别是：CA 证书文件

pkicachain.pem，带有私钥的本地签名证书文件 pkilocal.pem-signature 和带有私钥的本地加

密证书文件 pkilocal.pem-encryption。 

# 查看 PEM 格式的带有私钥的本地签名证书文件 pkilocal.pem-signature。 
[DeviceA] quit 

<DeviceA> more pkicachain.pem-sign 

Bag Attributes 

    friendlyName: 

    localKeyID: 90 C6 DC 1D 20 49 4F 24 70 F5 17 17 20 2B 9E AC 20 F3 99 89 

subject=/C=CN/O=OpenCA Labs/OU=Users/CN=subsign 11 

issuer=/C=CN/L=shangdi/ST=pukras/O=OpenCA Labs/OU=docm/CN=subca1 

-----BEGIN CERTIFICATE----- 

MIIEgjCCA2qgAwIBAgILAJgsebpejZc5UwAwDQYJKoZIhvcNAQELBQAwZjELMAkG 

…… (略) 

-----END CERTIFICATE----- 

Bag Attributes 

    friendlyName: 

    localKeyID: 90 C6 DC 1D 20 49 4F 24 70 F5 17 17 20 2B 9E AC 20 F3 99 89 

Key Attributes: <No Attributes> 

-----BEGIN ENCRYPTED PRIVATE KEY----- 

MIICxjBABgkqhkiG9w0BBQ0wMzAbBgkqhkiG9w0BBQwwDgQIZtjSjfslJCoCAggA 

…… (略) 

-----END ENCRYPTED PRIVATE KEY----- 

# 查看 PEM 格式的带有私钥的本地加密证书文件 pkilocal.pem-encryption。 
<DeviceA> more pkicachain.pem-en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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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 Attributes 

    friendlyName: 

    localKeyID: D5 DF 29 28 C8 B9 D9 49 6C B5 44 4B C2 BC 66 75 FE D6 6C C8 

subject=/C=CN/O=OpenCA Labs/OU=Users/CN=subencr 11 

issuer=/C=CN/L=shangdi/ST=pukras/O=OpenCA Labs/OU=docm/CN=subca1 

-----BEGIN CERTIFICATE----- 

MIIEUDCCAzigAwIBAgIKCHxnAVyzWhIPLzANBgkqhkiG9w0BAQsFADBmMQswCQYD 

…… (略) 

-----END CERTIFICATE----- 

Bag Attributes 

    friendlyName: 

    localKeyID: D5 DF 29 28 C8 B9 D9 49 6C B5 44 4B C2 BC 66 75 FE D6 6C C8 

Key Attributes: <No Attributes> 

-----BEGIN ENCRYPTED PRIVATE KEY----- 

MIICxjBABgkqhkiG9w0BBQ0wMzAbBgkqhkiG9w0BBQwwDgQI7H0mb4O7/GACAggA 

…… (略) 

-----END ENCRYPTED PRIVATE KEY----- 

(2) 将 Device A 的证书文件下载到 Host 

通过 FTP 将证书文件 pkicachain.pem、pkilocal.pem-sign 和 pkilocal.pem-encr 下载到 Host
上，具体过程略。 

(3) 将 Host 上的证书文件上传到 Device B 

通过 FTP 将证书文件 pkicachain.pem、pkilocal.pem-sign、pkilocal.pem-encr 上传到 Device 
B 的文件系统中，具体过程略。 

(4) 在设备 Device B 上导入证书文件 

# 关闭 CRL 检查。（是否进行 CRL 检查，请以实际的使用需求为准，此处仅为示例）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pki domain importdomain 

[DeviceB-pki-domain-importdomain] undo crl check enable 

# 指定证书申请使用的签名 RSA 密钥对名称为 sign，加密 RSA 密钥对名称为 encr。 
[DeviceB-pki-domain-importdomain] public-key rsa signature name sign encryption name 
encr 

[DeviceB-pki-domain-importdomain] quit 

# 向 PKI 域中导入 CA 证书，证书文件格式为 PEM 编码，证书文件名称为 pkicachain.pem。 
[DeviceB] pki import domain importdomain pem ca filename pkicachain.pem 

# 向 PKI 域中导入本地证书，证书文件格式为 PEM 编码，证书文件名称为

pkilocal.pem-signature，证书文件中包含了密钥对。 
[DeviceB] pki import domain importdomain pem local filename pkilocal.pem-signature 

Please input the password:****** 

# 向 PKI 域中导入本地证书，证书文件格式为 PEM 编码，证书文件名称为

pkilocal.pem-encryption，证书文件中包含了密钥对。 
[DeviceB] pki import domain importdomain pem local filename pkilocal.pem-encryption 

Please input the password:****** 

# 通过以下显示命令可以查看导入到 Device B 的本地证书信息。 
[DeviceB]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importdomain local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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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98:2c:79:ba:5e:8d:97:39:53:00 

        Signature Algorithm: sha256WithRSAEncryption 

        Issuer: C=CN, L=shangdi, ST=pukras, O=OpenCA Labs, OU=docm, CN=subca1 

        Validity 

            Not Before: May 26 05:56:49 2011 GMT 

            Not After : Nov 22 05:56:49 2012 GMT 

        Subject: C=CN, O=OpenCA Labs, OU=Users, CN=subsign 11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rsaEncryption 

                Public-Key: (1024 bit) 

                Modulus: 

                    00:9f:6e:2f:f6:cb:3d:08:19:9a:4a:ac:b4:ac:63: 

                    ce:8d:6a:4c:3a:30:19:3c:14:ff:a9:50:04:f5:00: 

                    ee:a3:aa:03:cb:b3:49:c4:f8:ae:55:ee:43:93:69: 

                    6c:bf:0d:8c:f4:4e:ca:69:e5:3f:37:5c:83:ea:83: 

                    ad:16:b8:99:37:cb:86:10:6b:a0:4d:03:95:06:42: 

                    ef:ef:0d:4e:53:08:0a:c9:29:dd:94:28:02:6e:e2: 

                    9b:87:c1:38:2d:a4:90:a2:13:5f:a4:e3:24:d3:2c: 

                    bf:98:db:a7:c2:36:e2:86:90:55:c7:8c:c5:ea:12: 

                    01:31:69:bf:e3:91:71:ec:21 

                Exponent: 65537 (0x10001)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ert Type: 

                SSL Client, S/MIME 

            X509v3 Key Usage: 

                Digital Signature, Non Repudiation 

            X509v3 Extended Key Usage: 

                TLS Web Client Authentication, E-mail Protection, Microsoft 
Smartcardlogin 

            Netscape Comment: 

                User Certificate of OpenCA Labs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AA:45:54:29:5A:50:2B:89:AB:06:E5:BD:0D:07:8C:D9:79:35:B1:F5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70:54:40:61:71:31:02:06:8C:62:11:0A:CC:A5:DB:0E:7E:74:DE:DD 

 

            X509v3 Subject Alternative Name: 

                email:subsign@docm.com 

            X509v3 Issuer Alternative Name: 

                DNS:subca1@docm.com, DNS:, IP Address:1.1.2.2, IP Address:2.2.1.1 

            Authority Information Access: 

                CA Issuers - URI:http://titan/pki/pub/cacert/cacert.crt 

                OCSP - URI:http://titan:2560/ 

                1.3.6.1.5.5.7.48.12 - URI:http://titan: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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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509v3 CRL Distribution Points: 

 

                Full Name: 

                  URI:http://192.168.40.130/pki/pub/crl/cacrl.crl 

 

    Signature Algorithm: sha256WithRSAEncryption 

        18:e7:39:9a:ad:84:64:7b:a3:85:62:49:e5:c9:12:56:a6:d2: 

        46:91:53:8e:84:ba:4a:0a:6f:28:b9:43:bc:e7:b0:ca:9e:d4: 

        1f:d2:6f:48:c4:b9:ba:c5:69:4d:90:f3:15:c4:4e:4b:1e:ef: 

        2b:1b:2d:cb:47:1e:60:a9:0f:81:dc:f2:65:6b:5f:7a:e2:36: 

        29:5d:d4:52:32:ef:87:50:7c:9f:30:4a:83:de:98:8b:6a:c9: 

        3e:9d:54:ee:61:a4:26:f3:9a:40:8f:a6:6b:2b:06:53:df:b6: 

        5f:67:5e:34:c8:c3:b5:9b:30:ee:01:b5:a9:51:f9:b1:29:37: 

        02:1a:05:02:e7:cc:1c:fe:73:d3:3e:fa:7e:91:63:da:1d:f1: 

        db:28:6b:6c:94:84:ad:fc:63:1b:ba:53:af:b3:5d:eb:08:b3: 

        5b:d7:22:3a:86:c3:97:ef:ac:25:eb:4a:60:f8:2b:a3:3b:da: 

        5d:6f:a5:cf:cb:5a:0b:c5:2b:45:b7:3e:6e:39:e9:d9:66:6d: 

        ef:d3:a0:f6:2a:2d:86:a3:01:c4:94:09:c0:99:ce:22:19:84: 

        2b:f0:db:3e:1e:18:fb:df:56:cb:6f:a2:56:35:0d:39:94:34: 

        6d:19:1d:46:d7:bf:1a:86:22:78:87:3e:67:fe:4b:ed:37:3d: 

        d6:0a:1c:0b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08:7c:67:01:5c:b3:5a:12:0f:2f 

        Signature Algorithm: sha256WithRSAEncryption 

        Issuer: C=CN, L=shangdi, ST=pukras, O=OpenCA Labs, OU=docm, CN=subca1 

        Validity 

            Not Before: May 26 05:58:26 2011 GMT 

            Not After : Nov 22 05:58:26 2012 GMT 

        Subject: C=CN, O=OpenCA Labs, OU=Users, CN=subencr 11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rsaEncryption 

                Public-Key: (1024 bit) 

                Modulus: 

                    00:db:26:13:d3:d1:a4:af:11:f3:6d:37:cf:d0:d4: 

                    48:50:4e:0f:7d:54:76:ed:50:28:c6:71:d4:48:ae: 

                    4d:e7:3d:23:78:70:63:18:33:f6:94:98:aa:fa:f6: 

                    62:ed:8a:50:c6:fd:2e:f4:20:0c:14:f7:54:88:36: 

                    2f:e6:e2:88:3f:c2:88:1d:bf:8d:9f:45:6c:5a:f5: 

                    94:71:f3:10:e9:ec:81:00:28:60:a9:02:bb:35:8b: 

                    bf:85:75:6f:24:ab:26:de:47:6c:ba:1d:ee:0d:35: 

                    75:58:10:e5:e8:55:d1:43:ae:85:f8:ff:75:81:03: 

                    8c:2e:00:d1:e9:a4:5b:18:39 

                Exponent: 65537 (0x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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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ert Type: 

                SSL Server 

            X509v3 Key Usage: 

                Key Encipherment, Data Encipherment 

            Netscape Comment: 

                VPN Server of OpenCA Labs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CC:96:03:2F:FC:74:74:45:61:38:1F:48:C0:E8:AA:18:24:F0:2B:AB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70:54:40:61:71:31:02:06:8C:62:11:0A:CC:A5:DB:0E:7E:74:DE:DD 

 

            X509v3 Subject Alternative Name: 

                email:subencr@docm.com 

            X509v3 Issuer Alternative Name: 

                DNS:subca1@docm.com, DNS:, IP Address:1.1.2.2, IP Address:2.2.1.1 

            Authority Information Access: 

                CA Issuers - URI:http://titan/pki/pub/cacert/cacert.crt 

                OCSP - URI:http://titan:2560/ 

                1.3.6.1.5.5.7.48.12 - URI:http://titan:830/ 

 

            X509v3 CRL Distribution Points: 

 

                Full Name: 

                  URI:http://192.168.40.130/pki/pub/crl/cacrl.crl 

 

    Signature Algorithm: sha256WithRSAEncryption 

        53:69:66:5f:93:f0:2f:8c:54:24:8f:a2:f2:f1:29:fa:15:16: 

        90:71:e2:98:e3:5c:c6:e3:d4:5f:7a:f6:a9:4f:a2:7f:ca:af: 

        c4:c8:c7:2c:c0:51:0a:45:d4:56:e2:81:30:41:be:9f:67:a1: 

        23:a6:09:50:99:a1:40:5f:44:6f:be:ff:00:67:9d:64:98:fb: 

        72:77:9e:fd:f2:4c:3a:b2:43:d8:50:5c:48:08:e7:77:df:fb: 

        25:9f:4a:ea:de:37:1e:fb:bc:42:12:0a:98:11:f2:d9:5b:60: 

        bc:59:72:04:48:59:cc:50:39:a5:40:12:ff:9d:d0:69:3a:5e: 

        3a:09:5a:79:e0:54:67:a0:32:df:bf:72:a0:74:63:f9:05:6f: 

        5e:28:d2:e8:65:49:e6:c7:b5:48:7d:95:47:46:c1:61:5a:29: 

        90:65:45:4a:88:96:e4:88:bd:59:25:44:3f:61:c6:b1:08:5b: 

        86:d2:4f:61:4c:20:38:1c:f4:a1:0b:ea:65:87:7d:1c:22:be: 

        b6:17:17:8a:5a:0f:35:4c:b8:b3:73:03:03:63:b1:fc:c4:f5: 

        e9:6e:7c:11:e8:17:5a:fb:39:e7:33:93:5b:2b:54:72:57:72: 

        5e:78:d6:97:ef:b8:d8:6d:0c:05:28:ea:81:3a:06:a0:2e:c3: 

        79:05:cd:c3 

关于导入的 CA 证书的详细信息可以通过相应的显示命令来查看，此处略。具体内容请参考

命令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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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常见配置错误举例 

1.16.1  获取CA证书失败 

1. 故障现象 

获取 CA 证书失败。 

2. 故障分析 

可能有以下原因： 

• 网络连接故障，如网线折断，接口松动； 

• 没有设置信任的 CA 名称； 

• 证书申请的注册受理机构服务器 URL 位置不正确或未配置； 

• 设备的系统时钟与 CA 的时钟不同步； 

• 未指定 CA 服务器可接受的 PKI 协议报文的源 IP 地址，或者指定的地址不正确； 

• 指纹信息不合法。 

3. 处理过程 

• 排除物理连接故障； 

• 查看各必配项是否都正确配置； 

• 可通过 ping 命令测试注册服务器是否连接正常； 

• 保持系统时钟与 CA 同步； 

• 与 CA 服务器管理员联系，并保证配置正确的源 IP 地址； 

• 在证书服务器上查看指纹信息是否合法。 

1.16.2  获取本地证书失败 

1. 故障现象 

获取本地证书失败。 

2. 故障分析 

可能有以下原因： 

• 网络连接故障； 

• 执行获取操作之前 PKI 域中没有 CA 证书； 

• 没有配置 LDAP 服务器或者配置错误； 

• PKI 域没有指定申请使用的密钥对，或者指定的密钥对与待获取的本地证书不匹配； 

• PKI 域中没有引用 PKI 实体配置，或 PKI 实体配置不正确； 

• 开启了 CRL 检查，但是本地没有 CRL 且无法获取到 CRL； 

• 未指定 CA 服务器可接受的 PKI 协议报文的源 IP 地址，或者指定的地址不正确； 

• 设备时钟与 CA 服务器的时钟不同步。 

3. 处理过程 

• 排除物理连接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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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或者导入 CA 证书； 

• 配置正确的 LDAP 服务器； 

• 在 PKI 域中指定申请使用的密钥对，生成指定的密钥对，并使其与待获取的本地证书匹配； 

• PKI 域中引用正确的 PKI 实体，并正确配置该 PKI 实体； 

• 获取 CRL； 

• 与 CA 服务器管理员联系，并保证配置正确的源 IP 地址； 

• 保持系统时钟与 CA 一致。 

1.16.3  本地证书申请失败 

1. 故障现象 

手工申请证书失败。 

2. 故障分析 

可能有以下原因： 

• 网络连接故障，如网线折断，接口松动； 

• 执行申请操作之前 PKI 域中没有 CA 证书； 

• 证书申请的注册受理机构服务器 URL 位置不正确或未配置； 

• 没有配置证书申请注册受理机构或配置不正确； 

• 没有配置 PKI 实体 DN 中必配参数或者配置参数不正确； 

• PKI 域中没有指定证书申请使用的密钥对，或者 PKI 中指定的密钥对在申请过程中已被修改； 

• 当前 PKI 域中有互斥的证书申请程序正在运行； 

• 未指定 CA 服务器可接受的 PKI 协议报文的源 IP 地址，或者指定的地址不正确； 

• 设备时钟与 CA 服务器的时钟不同步。 

3. 处理过程 

• 排除物理连接故障； 

• 获取或者导入 CA 证书； 

• 可通过 ping 命令测试注册服务器是否连接正常； 

• 配置正确的证书申请注册受理机构服务器 URL； 

• 查看 CA/RA 注册策略，并对相关的 PKI 实体 DN 属性进行正确配置； 

• 在 PKI 域中指定证书申请使用的密钥对，或者删除设备上 PKI 域中指定的密钥对并重新申请

本地证书； 

• 使用 pki abort-certificate- request domain 命令停止正在运行的证书申请程序； 

• 与 CA 服务器管理员联系，并保证配置正确的源 IP 地址； 

• 保持系统时钟与 CA 一致。 

1.16.4  CRL获取失败 

1. 故障现象 

获取 CRL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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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分析 

可能有以下原因： 

• 网络连接故障，如网线折断，接口松动； 

• 获取 CRL 之前未先取得 CA 证书； 

• 未设置 CRL 发布点位置，且不能从 PKI 域中 CA 证书或本地证书中获得正确的发布点； 

• 设置的 CRL 发布点位置不正确； 

• 不能获取 CRL 发布点的情况下，通过 SCEP 协议获取 CRL，但此时 PKI 域中不存在本地证

书，或本地证书的密钥对已被修改，或 PKI 域中没有配置正确的证书申请 URL； 

• CRL 发布点的 URL 配置中包含不完整的地址（没有主机名或主机地址）且 PKI 域中没有配置

LDAP 服务器或者配置不正确； 

• CA 没有签发 CRL； 

• 未指定 CA 服务器可接受的 PKI 协议报文的源 IP 地址，或者指定的地址不正确。 

3. 处理过程 

• 排除物理连接故障； 

• 获取或导入 CA 证书； 

• 设置正确 CRL 发布点位置：配置包含完整地址的 CRL 发布点的 URL 或在 PKI 域中配置正确

的 LDAP 服务器； 

• 在无法获取 CRL 发布点的情况下，配置正确的证书申请 URL，并保证已经获取了本地证书，

且本地保存的密钥对的公钥与本地证书的公钥匹配； 

• 在 CA 上发布 CRL； 

• 与 CA 服务器管理员联系，并保证配置正确的源 IP 地址。 

1.16.5  导入CA证书失败 

1. 故障现象 

导入证书失败。 

2. 故障分析 

可能有以下原因： 

• 开启了 CRL 检查，但是本地没有 CRL 且无法获取到 CRL； 

• 指定的导入格式与实际导入的文件格式不一致。 

3. 处理过程 

• 执行 undo crl check enable 命令，关闭 CRL 检查； 

• 请确认导入的文件格式并选择正确的导入格式。 

1.16.6  导入本地证书失败 

1. 故障现象 

导入证书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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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分析 

可能有以下原因： 

• PKI 域中没有 CA 证书且导入的本地证书中不含 CA 证书链； 

• 开启了 CRL 检查，但是本地没有 CRL 且无法获取到 CRL； 

• 指定的导入格式与实际导入的文件格式不一致； 

• 设备上和证书中都没有该本地证书对应的密钥对； 

• 证书已经被吊销； 

• 证书不在有效期； 

• 系统时钟设置错误。 

3. 处理过程 

• 获取或者导入 CA 证书； 

• 执行 undo crl check enable 命令，关闭 CRL 检查，或者先获取 CRL； 

• 请确认导入的文件格式并选择正确的导入格式； 

• 请导入包含私钥内容的证书文件； 

• 导入未被吊销的证书； 

• 导入还在有效期内的证书； 

• 请重新设置正确的系统时钟。 

1.16.7  导出证书失败 

1. 故障现象 

导出证书失败。 

2. 故障分析 

可能有以下原因： 

• 以 PKCS#12 格式导出所有证书时 PKI 域中没有本地证书； 

• 用户所设置的导出路径不存在； 

• 用户所设置的导出路径不合法； 

• 要导出的本地证书的公钥和它所属 PKI 域中的密钥对的公钥部分不匹配； 

• 设备磁盘空间已满。 

3. 处理过程 

• 获取或申请本地证书； 

• 用 mkdir 命令创建用户所需路径； 

• 设置正确的导出路径； 

• 在 PKI 域中配置匹配的密钥对； 

• 清理设备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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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8  设置存储路径失败 

1. 故障现象 

设置证书或 CRL 存储路径失败。 

2. 故障分析 

可能有以下原因： 

• 用户所设置的证书或 CRL 存储路径不存在； 

• 用户所设置的证书或 CRL 存储路径不合法； 

• 设备磁盘空间已满。 

3. 处理过程 

• 用 mkdir 命令创建用户所需路径； 

• 设置正确的证书或 CRL 存储路径； 

• 清理设备磁盘空间。 



 i 

目  录 

1 IPsec ·························································································································· 1-1 

1.1 IPsec简介 ················································································································· 1-1 

1.1.1 IPsec协议框架 ·································································································· 1-1 

1.1.2 IPsec提供的安全服务 ························································································· 1-1 

1.1.3 IPsec的优点 ····································································································· 1-1 

1.1.4 安全协议 ·········································································································· 1-2 

1.1.5 封装模式 ·········································································································· 1-2 

1.1.6 安全联盟 ·········································································································· 1-3 

1.1.7 认证与加密 ······································································································· 1-4 

1.1.8 IPsec隧道保护的对象 ························································································· 1-4 

1.1.9 IPsec隧道保护匹配ACL的报文 ·············································································· 1-4 

1.1.10 IPsec隧道保护IPv6 路由协议报文 ········································································ 1-5 

1.1.11 IPsec安全策略和IPsec安全框架 ·········································································· 1-5 

1.1.12 IPsec反向路由注入功能 ····················································································· 1-6 

1.1.13 协议规范 ········································································································ 1-7 

1.2 FIPS相关说明 ············································································································ 1-7 

1.3 IPsec配置限制和指导 ·································································································· 1-7 

1.4 配置IPsec隧道保护匹配ACL的报文 ················································································ 1-7 

1.4.1 配置IPsec隧道保护匹配ACL的报文的配置任务简介 ··················································· 1-8 

1.4.2 配置ACL ·········································································································· 1-8 

1.4.3 配置IPsec安全提议 ·························································································· 1-11 

1.4.4 配置手工方式的IPsec安全策略 ············································································ 1-13 

1.4.5 配置IKE协商方式的IPsec安全策略 ······································································· 1-14 

1.4.6 在接口上应用IPsec安全策略 ·············································································· 1-18 

1.4.7 配置解封装后IPsec报文的ACL检查功能 ································································ 1-18 

1.4.8 配置IPsec抗重放功能 ······················································································· 1-19 

1.4.9 配置IPsec抗重放窗口和序号的同步功能 ································································ 1-19 

1.4.10 配置共享源接口IPsec安全策略 ·········································································· 1-20 

1.4.11 配置QoS预分类功能 ······················································································· 1-21 

1.4.12 设置IPsec隧道模式下封装后外层IP头的DF位 ······················································· 1-21 

1.4.13 配置IPsec反向路由注入功能 ············································································· 1-22 

1.5 配置IPsec隧道保护IPv6 路由协议 ················································································· 1-23 

1.5.1 配置IPsec隧道保护IPv6 路由协议配置任务简介 ······················································ 1-23 



 ii 

1.5.2 配置手工方式的IPsec安全框架 ············································································ 1-23 

1.5.3 在IPv6 路由协议上应用IPsec安全框架 ·································································· 1-25 

1.6 配置全局IPsec SA生存时间和空闲超时功能 ···································································· 1-25 

1.7 配置IPsec分片功能 ··································································································· 1-25 

1.8 配置本端允许建立IPsec隧道的最大数 ··········································································· 1-26 

1.9 配置IPsec报文日志信息记录功能 ················································································· 1-26 

1.10 配置IPsec告警功能 ································································································· 1-27 

1.11 IPsec显示和维护 ···································································································· 1-27 

1.12 IPsec典型配置举例 ································································································· 1-28 

1.12.1 采用手工方式建立保护IPv4 报文的IPsec隧道 ······················································· 1-28 

1.12.2 采用IKE方式建立保护IPv4 报文的IPsec隧道 ························································· 1-31 

1.12.3 配置IPsec保护RIPng报文 ················································································ 1-33 

1.12.4 配置IPsec反向路由注入 ··················································································· 1-37 

2 IKE ····························································································································· 2-1 

2.1 IKE简介 ···················································································································· 2-1 

2.1.1 IKE的优点 ········································································································ 2-1 

2.1.2 IPsec与IKE的关系 ······························································································ 2-1 

2.1.3 IKE的协商过程 ·································································································· 2-2 

2.1.4 IKE的安全机制 ·································································································· 2-3 

2.1.5 协议规范 ·········································································································· 2-4 

2.2 FIPS相关说明 ············································································································ 2-4 

2.3 IKE配置任务简介 ········································································································ 2-4 

2.4 IKE配置准备 ·············································································································· 2-5 

2.5 配置IKE profile ··········································································································· 2-5 

2.5.1 创建IKE profile ·································································································· 2-5 

2.5.2 配置匹配对端身份的规则 ····················································································· 2-5 

2.5.3 配置keychain或者PKI域 ······················································································ 2-6 

2.5.4 配置IKE第一阶段的协商模式 ················································································ 2-6 

2.5.5 配置IKE profile引用的IKE提议 ·············································································· 2-7 

2.5.6 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 2-7 

2.5.7 配置IKE profile的可选功能 ··················································································· 2-8 

2.6 配置IKE提议 ·············································································································· 2-8 

2.7 配置IKE keychain ····································································································· 2-10 

2.8 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 2-11 

2.9 配置IKE Keepalive功能 ······························································································ 2-11 

2.10 配置IKE NAT Keepalive功能 ····················································································· 2-12 



 iii 

2.11 配置全局IKE DPD功能 ····························································································· 2-12 

2.12 配置针对无效IPsec SPI的IKE SA恢复功能 ··································································· 2-13 

2.13 配置对IKE SA数目的限制 ························································································· 2-14 

2.14 配置IKE告警功能 ···································································································· 2-14 

2.15 IKE显示和维护 ······································································································· 2-15 

2.16 IKE典型配置举例 ···································································································· 2-15 

2.16.1 IKE主模式及预共享密钥认证配置举例 ································································· 2-15 

2.16.2 采用IKE方式建立保护IPv4 报文的IPsec隧道 ························································· 2-18 

2.17 常见错误配置举例 ··································································································· 2-21 

2.17.1 提议不匹配导致IKE SA协商失败 ········································································ 2-21 

2.17.2 未正确引用IKE提议或IKE keychain导致IKE SA协商失败 ········································· 2-21 

2.17.3 提议不匹配导致IPsec SA协商失败 ····································································· 2-22 

2.17.4 身份信息无效导致IPsec SA协商失败 ·································································· 2-22 

3 IKEv2 ························································································································· 3-25 

3.1 IKEv2 简介 ·············································································································· 3-25 

3.1.1 IKEv2 的协商过程 ···························································································· 3-25 

3.1.2 IKEv2 引入的新特性 ························································································· 3-26 

3.1.3 协议规范 ········································································································ 3-27 

3.2 IKEv2 配置任务简介 ·································································································· 3-27 

3.3 IKEv2 配置准备 ········································································································ 3-28 

3.4 配置IKEv2 profile ······································································································ 3-28 

3.4.1 创建IKEv2 profile ····························································································· 3-28 

3.4.2 指定IKEv2 协商时本端和对端采用的身份认证方式 ··················································· 3-28 

3.4.3 配置Keychain或者PKI域 ···················································································· 3-29 

3.4.4 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 3-29 

3.4.5 配置匹配对端身份的规则 ··················································································· 3-30 

3.4.6 配置IKEv2 profile可选功能 ················································································· 3-30 

3.5 配置IKEv2 安全策略 ·································································································· 3-31 

3.6 配置IKEv2 安全提议 ·································································································· 3-32 

3.7 配置IKEv2 keychain ·································································································· 3-33 

3.8 配置IKEv2 全局参数 ·································································································· 3-34 

3.8.1 配置IKEv2 cookie-challenge功能 ········································································· 3-34 

3.8.2 配置全局IKEv2 DPD探测功能 ············································································· 3-34 

3.8.3 配置IKEv2 NAT Keepalive功能 ··········································································· 3-35 

3.9 IKEv2 显示和维护 ····································································································· 3-35 

3.10 常见错误配置举例 ··································································································· 3-36 



 iv 

3.10.1 IKEv2 提议不匹配导致IKEv2 SA协商失败 ···························································· 3-36 

3.10.2 IPsec提议不匹配导致IPsec SA协商失败 ······························································ 3-36 

3.10.3 无法建立安全隧道 ·························································································· 3-37 

 



 1-1 

1 IPsec 
1.1  IPsec简介 

IPsec（IP Security，IP 安全）是 IETF 制定的三层隧道加密协议，它为互联网上传输的数据提供了

高质量的、基于密码学的安全保证，是一种传统的实现三层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虚拟

专用网络）的安全技术。IPsec 通过在特定通信方之间（例如两个安全网关之间）建立“通道”，来

保护通信方之间传输的用户数据，该通道通常称为 IPsec 隧道。 

1.1.1  IPsec协议框架 

IPsec 协议不是一个单独的协议，它为 IP 层上的网络数据安全提供了一整套安全体系结构，包括安

全协议 AH（Authentication Header，认证头）和 ESP（Encapsulating Security Payload，封装安

全载荷）、IKE（Internet Key Exchange，互联网密钥交换）以及用于网络认证及加密的一些算法等。

其中，AH 协议和 ESP 协议用于提供安全服务，IKE 协议用于密钥交换。关于 IKE 的详细介绍请参

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IKE”，本节不做介绍。 

1.1.2  IPsec提供的安全服务 

IPsec 提供了两大安全机制：认证和加密。认证机制使 IP 通信的数据接收方能够确认数据发送方的

真实身份以及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遭篡改。加密机制通过对数据进行加密运算来保证数据的机密

性，以防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窃听。 

IPsec 为 IP 层的数据报文提供的安全服务具体包括以下几种： 

• 数据机密性（Confidentiality）：发送方通过网络传输用户报文前，IPsec 对报文进行加密。 

• 数据完整性（Data Integrity）：接收方对发送方发送来的 IPsec 报文进行认证，以确保数据在

传输过程中没有被篡改。 

• 数据来源认证（Data Authentication）：接收方认证发送 IPsec 报文的发送端是否合法。 

• 抗重放（Anti-Replay）：接收方可检测并拒绝接收过时或重复的 IPsec 报文。 

1.1.3  IPsec的优点 

IPsec 可为 IP 层上的数据提供安全保护，其优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 支持 IKE（Internet Key Exchange，互联网密钥交换），可实现密钥的自动协商功能，减少了

密钥协商的开销。可以通过 IKE 建立和维护 SA（Security Association，安全联盟），简化了

IPsec 的使用和管理。 

• 所有使用 IP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的应用系统和服务都可以使用 IPsec，而不必对这些应用系统

和服务本身做任何修改。 

• 对数据的加密是以数据包为单位的，而不是以整个数据流为单位，这不仅灵活而且有助于进

一步提高 IP 数据包的安全性，可以有效防范网络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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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安全协议 

IPsec 包括 AH 和 ESP 两种安全协议，它们定义了对 IP 报文的封装格式以及可提供的安全服务。 

• AH协议（IP协议号为 51）定义了AH头在IP报文中的封装格式，如 图 1-3 所示。AH可提供数

据来源认证、数据完整性校验和抗重放功能，它能保护报文免受篡改，但不能防止报文被窃

听，适合用于传输非机密数据。AH使用的认证算法有HMAC-MD5 和HMAC-SHA1 等。 

• ESP协议（IP协议号为 50）定义了ESP头和ESP尾在IP报文中的封装格式，如 图 1-3 所示。

ESP可提供数据加密、数据来源认证、数据完整性校验和抗重放功能。与AH不同的是，ESP
将需要保护的用户数据进行加密后再封装到IP包中，以保证数据的机密性。ESP使用的加密算

法有DES、3DES、AES等。同时，作为可选项，ESP还可以提供认证服务，使用的认证算法

有HMAC-MD5 和HMAC-SHA1 等。虽然AH和ESP都可以提供认证服务，但是AH提供的认证

服务要强于ESP。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的安全需求同时使用这两种协议或仅使用其中的一种。设备支持

的 AH 和 ESP 联合使用的方式为：先对报文进行 ESP 封装，再对报文进行 AH 封装。 

1.1.5  封装模式 

IPsec 支持两种封装模式：传输模式和隧道模式。 

1. 传输模式（Transport Mode） 

该模式下的安全协议主要用于保护上层协议报文，仅传输层数据被用来计算安全协议头，生成的安

全协议头以及加密的用户数据（仅针对ESP封装）被放置在原IP头后面。若要求端到端的安全保障，

即数据包进行安全传输的起点和终点为数据包的实际起点和终点时，才能使用传输模式。如 图 1-1
所示，通常传输模式用于保护两台主机之间的数据。 

图1-1 传输模式下的 IPsec 保护 

 
 

2. 隧道模式（Tunnel Mode） 

该模式下的安全协议用于保护整个IP数据包，用户的整个IP数据包都被用来计算安全协议头，生成

的安全协议头以及加密的用户数据（仅针对ESP封装）被封装在一个新的IP数据包中。这种模式下，

封装后的IP数据包有内外两个IP头，其中的内部IP头为原有的IP头，外部IP头由提供安全服务的设

备添加。在安全保护由设备提供的情况下，数据包进行安全传输的起点或终点不为数据包的实际起

点和终点时（例如安全网关后的主机），则必须使用隧道模式。如 图 1-2 所示，通常隧道模式用于

保护两个安全网关之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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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隧道模式下的 IPsec 保护 

 
 

不同的安全协议及组合在隧道和传输模式下的数据封装形式如 图 1-3 所示。 

图1-3 安全协议数据封装格式 

 

 

1.1.6  安全联盟 

IPsec 在两个端点之间提供安全通信，这类端点被称为 IPsec 对等体。SA（Security Association，
安全联盟）是 IPsec 对等体间对某些要素的约定，例如，使用的安全协议（AH、ESP 或两者结合

使用）、协议报文的封装模式（传输模式或隧道模式）、认证算法（HMAC-MD5 或 HMAC-SHA1）、
加密算法（DES、3DES 或 AES）、特定流中保护数据的共享密钥以及密钥的生存时间等。 

SA 是单向的，在两个对等体之间的双向通信，最少需要两个 SA 来分别对两个方向的数据流进行安

全保护。同时，如果两个对等体希望同时使用 AH 和 ESP 来进行安全通信，则每个对等体都会针对

每一种协议来构建一个独立的 SA。 

SA 由一个三元组来唯一标识，这个三元组包括 SPI（Security Parameter Index，安全参数索引）、

目的 IP 地址和安全协议号。其中，SPI 是用于标识 SA 的一个 32 比特的数值，它在 AH 和 ESP 头

中传输。 

SA 有手工配置和 IKE 自动协商两种生成方式： 

• 手工方式：通过命令行配置 SA 的所有信息。该方式的配置比较复杂，而且不支持一些高级特

性（例如定时更新密钥），优点是可以不依赖 IKE 而单独实现 IPsec 功能。该方式主要用于需

要安全通信的对等体数量较少，或小型静态的组网环境中。 

• IKE 自动协商方式：对等体之间通过 IKE 协议自动协商生成 SA，并由 IKE 协议维护该 SA。
该方式的配置相对比较简单，扩展能力强。在中、大型的动态网络环境中，推荐使用 IKE 自

动协商建立 SA。 

手工方式建立的 SA 永不老化。通过 IKE 协商建立的 SA 具有生存时间，该类型的 SA 有两种形式

的生存时间： 

• 基于时间的生存时间，定义了一个 SA 从建立到失效的时间； 

• 基于流量的生存时间，定义了一个 SA 允许处理的最大流量。 

Mode
Protocol

Transport Tunnel

AH

ESP

AH-ESP ESP-TIP DataESPAH IP

ESP-TIP DataESP IP

IP DataAH IPIP DataAH

ESP-TIP DataESP

ESP-TIP DataES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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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时存在基于时间和基于流量两种方式的 SA 生存时间，只要 SA 的生存时间到达指定的时间或

流量时，该 SA 就会失效。SA 失效前，IKE 将为 IPsec 对等体协商建立新的 SA，这样，在旧的 SA
失效前新的SA就已经准备好。在新的SA开始协商而没有协商好之前，使用当前旧的SA保护通信。

一旦协商出新的 SA，立即采用新的 SA 保护通信。 

1.1.7  认证与加密 

1. 认证算法 

IPsec 使用的认证算法主要是通过杂凑函数实现的。杂凑函数是一种能够接受任意长度的消息输入，

并产生固定长度输出的算法，该算法的输出称为消息摘要。IPsec 对等体双方都会计算一个摘要，

接收方将发送方的摘要与本地的摘要进行比较，如果二者相同，则表示收到的 IPsec 报文是完整未

经篡改的，以及发送方身份合法。目前，IPsec 强制使用基于 HMAC（Hash-based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基于散列的消息鉴别码）的认证算法，包括 HMAC-MD5 和 HMAC-SHA1。
其中，HMAC-MD5 算法的计算速度快，而 HMAC-SHA1 算法的安全强度高。 

2. 加密算法 

IPsec 使用的加密算法属于对称密钥系统，这类算法使用相同的密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目前

设备的 IPsec 使用三种加密算法： 

• DES：使用 56 比特的密钥对一个 64 比特的明文块进行加密。 

• 3DES：使用三个 56 比特（共 168 比特）的密钥对明文块进行加密。 

• AES：使用 128 比特、192 比特或 256 比特的密钥对明文块进行加密。 

这三个加密算法的安全性由高到低依次是：AES、3DES、DES，安全性高的加密算法实现机制复

杂，运算速度慢。 

1.1.8  IPsec隧道保护的对象 

IPsec隧道可以保护匹配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问控制列表）的报文、隧道接口上的报文和

IPv6 路由协议报文。要实现建立IPsec隧道为两个IPsec对等体之间的数据提供安全保护，首先要配

置和应用相应的安全策略，这里的安全策略包括IPsec安全策略和IPsec安全框架。有关IPsec安全

策略和IPsec安全框架的详细介绍请参见“IPsec安全策略和IPsec安全框架”。 

当 IPsec 对等体根据 IPsec 安全策略和 IPsec 安全框架识别出要保护的报文时，就建立一个相应的

IPsec 隧道并将其通过该隧道发送给对端。此处的 IPsec 隧道可以是提前手工配置或者由报文触发

IKE 协商建立。这些 IPsec 隧道实际上就是两个 IPsec 对等体之间建立的 IPsec SA。由于 IPsec SA
是单向的，因此出方向的报文由出方向的 SA 保护，入方向的报文由入方向的 SA 来保护。对端接

收到报文后，首先对报文进行分析、识别，然后根据预先设定的安全策略对报文进行不同的处理（丢

弃，解封装，或直接转发）。 

1.1.9  IPsec隧道保护匹配ACL的报文 

将引用了 ACL的 IPsec安全策略应用到接口上后，该接口上匹配 ACL的报文将会受到 IPsec保护。

这里的接口包括串口、以太网接口等实际物理接口，以及 Tunnel、Virtual Template 等虚接口。 

具体的保护机制如下： 

• 只要接口发送的报文与该接口上应用的 IPsec 安全策略中的 ACL 的 permit 规则匹配，就会

受到出方向 IPsec SA 的保护并进行封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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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接收到目的地址是本机的 IPsec 报文时，首先根据报文头里携带的 SPI 查找本地的入方

向 IPsec SA，由对应的入方向 IPsec SA 进行解封装处理。解封装后的 IP 报文若能与 ACL 的

permit 规则匹配上则采取后续处理，否则被丢弃。 

目前，设备支持的数据流的保护方式包括以下三种： 

• 标准方式：一条 IPsec 隧道保护一条数据流。ACL 中的每一个规则对应的数据流分别由一条

单独创建的 IPsec 隧道来保护。缺省采用该方式。 

• 聚合方式：一条 IPsec 隧道保护 ACL 中定义的所有数据流。ACL 中的所有规则对应的数据流

只会由一条创建的 IPsec 隧道来保护。该方式仅用于和老版本的设备互通。 

• 主机方式：一条 IPsec 隧道保护一条主机到主机的数据流。ACL 中的每一个规则对应的不同

主机之间的数据流分别由一条单独创建的 IPsec 隧道来保护。这种方式下，受保护的网段之间

存在多条数据流的情况下，将会消耗更多的系统资源。 

1.1.10  IPsec隧道保护IPv6 路由协议报文 

将 IPsec 安全框架应用到某一 IPv6 路由协议（目前支持保护 OSPFv3、RIPng 路由协议）后，设

备产生的需要 IPsec 保护的某一 IPv6 路由协议的所有报文都要进行封装处理，而设备接收到的不

受 IPsec 保护的以及解封装失败的业务协议报文都要被丢弃。 

由于 IPsec 的密钥交换机制仅适用于两点之间的通信保护，在广播网络一对多的情形下，IPsec 无

法实现自动交换密钥，同样，由于广播网络一对多的特性，要求各设备对于接收、发送的报文均使

用相同的 SA 参数（相同的 SPI 及密钥），因此该方式下必须手工配置用来保护 IPv6 路由协议报文

的 IPsec SA。 

1.1.11  IPsec安全策略和IPsec安全框架 

IPsec 安全策略和 IPsec 安全框架用于在两个对等体之间建立 IPsec 隧道，保护两个对等体之间需

要被安全防护的报文。 

1. IPsec安全策略 

一个 IPsec 安全策略是若干具有相同名字、不同顺序号的 IPsec 安全策略表项的集合，IPsec 安全

策略被应用在接口上，用于控制对等体之间建立 IPsec 隧道，由 ACL 定义要保护的数据范围。IPsec
安全策略主要定义了以下内容： 

• 要保护的数据流的范围：由 ACL 定义。 

• 对数据流实施何种保护：由 IPsec 安全提议定义。 

• IPsec SA 的生成方式：手工方式、IKE 协商方式。 

• 保护路径的起点或终点：即对等体的 IP 地址。 

在同一个 IPsec 安全策略中，顺序号越小的 IPsec 安全策略表项优先级越高。当从一个接口发送数

据时，接口将按照顺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逐一匹配引用的 IPsec 安全策略中的每一条安全策略表项。

如果数据匹配上了某一条安全策略表项引用的 ACL，则停止匹配，并对其使用当前这条安全策略表

项进行处理，即根据已经建立的 IPsec SA 或者触发 IKE 协商生成的 IPsec SA 对报文进行封装处理；

如果数据与所有安全策略表项引用的ACL都不匹配，则直接被正常转发，IPsec不对数据加以保护。 

应用了 IPsec 安全策略的接口收到数据报文时，对于目的地址是本机的 IPsec 报文，根据报文头里

携带的 SPI 查找本地的 IPsec SA，并根据匹配的 IPsec SA 对报文进行解封装处理；解封装后的 IP
报文若能与 ACL 的 permit 规则匹配上则采取后续处理，否则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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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sec安全框架 

IPsec 安全框架（IPsec Profile）与 IPsec 安全策略类似，但不需要使用 ACL 指定要保护的数据流

的范围。一个 IPsec 安全框架由名字唯一确定。IPsec 安全框架包括如下两种： 

• 手工方式的 IPsec 安全框架：定义了对数据流进行 IPsec 保护所使用的安全提议，以及 SA 参

数，应用于 IPv6 路由协议中。 

• IKE 协商方式的 IPsec 安全框架：定义了对数据流进行 IPsec 保护所使用的安全提议，IKE 
profile 和 SA 参数，应用于隧道接口上。 

1.1.12  IPsec反向路由注入功能 

RRI（Reverse Route Injection，反向路由注入）功能是一种自动添加到达 IPsec VPN 私网静态路

由的机制，可以实现为受 IPsec 保护的流量自动添加静态路由的功能。在大规模组网中，这种自动

添加静态路由的机制可以简化用户配置，减少在企业总部网关设备上配置静态路由的工作量，并且

可以根据 IPsec SA的创建和删除进行静态路由的动态增加和删除，增强了 IPsec VPN的可扩展性。 

如 图 1-4 所示，某企业在企业分支与企业总部之间的所有流量通过IPsec进行保护，企业总部网关

上需要配置静态路由，将总部发往分支的数据引到应用IPsec安全策略的接口上来。如果未配置RRI，
当企业分支众多或者内部网络规划发生变化时，就需要同时增加或调整总部网关上的静态路由配置，

该项工作量大且容易出现配置错误。 

企业总部侧网关设备 GW 上配置 RRI 功能后，每一个 IPsec 隧道建立之后，GW 都会自动为其添加

一条相应的静态路由。通过 RRI 创建的路由表项可以在路由表中查询到，其目的地址为受保护的对

端网络，下一跳地址为 IPsec 隧道的对端地址，它使得发往对端的流量被强制通过 IPsec 保护并转

发。 

RRI 创建的静态路由和手工配置的静态路由一样，可以向内网设备进行广播，允许内网设备选择合

适的路由对 IPsec VPN 流量进行转发。也可以为 RRI 创建的静态路由配置优先级，从而更灵活地

应用路由管理策略。例如：当设备上还有其他方式配置到达相同目的地的路由时，如果为它们指定

相同的优先级，则可实现负载分担，如果指定不同的优先级，则可实现路由备份。同时，还可以通

过修改静态路由的 Tag 值，使得设备能够在路由策略中根据 Tag 值对这些 RRI 生成的静态路由进行

灵活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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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IPsec VPN 总部-分支组网图 

  

 

1.1.13  协议规范 

与 IPsec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2401：Security Architecture for the Internet Protocol 

• RFC 2402：IP Authentication Header 

• RFC 2406：IP Encapsulating Security Payload 

• RFC 4552：Authentication/Confidentiality for OSPFv3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IPsec配置限制和指导 

通常情况下，由于 IKE 协议采用 UDP 的 500 端口进行通信，IPsec 的 AH 和 ESP 协议分别使用 51
或 50 号协议来工作，因此为保障 IKE 和 IPsec 的正常运行，需要确保应用了 IKE 和 IPsec 配置的

接口上没有禁止掉属于以上端口和协议的流量。 

1.4  配置IPsec隧道保护匹配ACL的报文 

 

设备通过 ACL 来识别由 IPsec 隧道保护的流量时，受保护的流量只能是源地址或目的地址为本机的

报文。例如：可配置 IPsec 隧道对设备发送给日志服务器的日志信息进行保护。ACL 中定义的匹配

转发流量的规则不生效，IPsec 不会对设备转发的任何数据流和语音流进行保护。 

 

IPsec tunnel

IPsec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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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配置IPsec隧道保护匹配ACL的报文的配置任务简介 

IPsec 隧道保护匹配 ACL 的报文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ACL 

(2) 配置IPsec安全提议 

(3) 配置 IPsec 安全策略 

请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配置手工方式的IPsec安全策略 

 配置IKE协商方式的IPsec安全策略 

(4) 在接口上应用IPsec安全策略 

(5) （可选）配置 IPsec 隧道保护匹配 ACL 的报文的辅助功能 

 配置解封装后IPsec报文的ACL检查功能 

 配置IPsec抗重放功能 

 配置IPsec抗重放窗口和序号的同步功能 

 配置共享源接口IPsec安全策略 

 配置QoS预分类功能 

 设置IPsec隧道模式下封装后外层IP头的DF位 

 配置IPsec反向路由注入功能 

 配置全局IPsec SA生存时间和空闲超时功能 

 配置IPsec分片功能 

 配置本端允许建立IPsec隧道的最大数 

(6)  (可选）配置 IPsec 日志和告警功能 

 配置IPsec报文日志信息记录功能 

 配置IPsec告警功能 

1.4.2  配置ACL 

1. ACL规则中关键字的使用 

IPsec 通过配置 ACL 来定义需要保护的数据流。在 IPsec 应用中，ACL 规则中的 permit 关键字

表示与之匹配的流量需要被 IPsec 保护，而 deny 关键字则表示与之匹配的流量不需要保护。一个

ACL 中可以配置多条规则，首个与数据流匹配上的规则决定了对该数据流的处理方式。 

在 IPsec安全策略中定义的ACL既可用于过滤接口入方向数据流，也可用于过滤接口出方向数据流。 

• 设备出入方向的数据流都使用 IPsec 安全策略中定义的 ACL 规则来做匹配依据。具体是，出

方向的数据流正向匹配ACL规则，入方向的数据流反向匹配ACL规则。例如，对于应用于 IPsec
安全策略中的某 ACL 规则：rule 0 permit ip source 1.1.1.0 0.0.0.255 destination 
2.2.2.0 0.0.0.255，设备使用其正向过滤出方向上从 1.1.1.0/24 网段发往 2.2.2.0/24 网段的数

据流，反向过滤入方向上从 2.2.2.0/24 网段发往 1.1.1.0/24 网段的数据流。 

• 在出方向上，与ACL的permit规则匹配的报文将被 IPsec保护，未匹配上任何规则或与deny

规则匹配上的报文将不被 IPsec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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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入方向上，与 ACL 的 permit 规则匹配上的未被 IPsec 保护的报文将被丢弃；目的地址为

本机的被 IPsec 保护的报文将被进行解封装处理。缺省情况下解封装后的 IP 报文若能与 ACL
的 permit 规则匹配上则采取后续处理，否则被丢弃。若解封装后 IPsec 报文的 ACL 检查功

能处于关闭状态，则解封装后的 IP 报文不与 ACL 匹配，直接进行后续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 

• 仅对确实需要 IPsec 保护的数据流配置 permit 规则，避免盲目地使用关键字 any。这是因

为，在一个 permit 规则中使用 any 关键字就代表所有指定范围上出方向的流量都需要被

IPsec 保护，所有对应入方向上被 IPsec 保护的报文将被接收并处理，入方向上未被 IPsec 保

护的报文都将被丢弃。这种情况下，一旦入方向收到的某流量是未被 IPsec 保护的，那么该流

量就会被丢弃，这会造成一些本不需要 IPsec 处理的流量丢失，影响正常的业务传输。 

• 当一个安全策略下有多条优先级不同的安全策略表项时，合理使用 deny 规则。避免本应该与

优先级较低的安全策略表项的 ACL permit 规则匹配而被 IPsec 保护的出方向报文，因为先

与优先级较高的安全策略表项的 ACL deny 规则匹配上，而没有被 IPsec 保护，继而在接收

端被丢弃。 

下面是一个 deny 规则的错误配置示例。Router A 和 Router B 上分别配置如下所示的 IPsec 安全

策略，当Router A连接的1.1.2.0/24网段用户访问Router B连接的3.3.3.0/24网段时，报文在Router 
A 的应用了 IPsec 安全策略 testa 的出接口上优先与顺序号为 1 的安全策略表项匹配，并匹配上了

IPv4 ACL 3000 的 rule 1，因此 Router A 认为它不需要 IPsec 保护，而未进行 IPsec 封装。该报文

到达 Router B 后，在应用了 IPsec 安全策略 testb 的入接口上与 IPv4 ACL 3001 的 rule 0 匹配，并

被判断为应该受 IPsec 保护但未被保护的报文而丢弃。 

Router A 上的关键配置如下： 
acl advanced 3000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1.1.1.0 0.0.0.255 destination 2.2.2.0 0.0.0.255 

 rule 1 deny ip 

acl advanced 3001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1.1.2.0 0.0.0.255 destination 3.3.3.0 0.0.0.255 

 rule 1 deny ip 

# 

ipsec policy testa 1 isakmp <---优先级高的安全策略表项 

 security acl 3000 

 ike-profile aa 

 transform-set 1 

# 

ipsec policy testa 2 isakmp <---优先级低的安全策略表项 

 security acl 3001 

 ike-profile bb 

 transform-set 1 

Router B 上的关键配置如下： 
acl advanced 3001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3.3.3.0 0.0.0.255 destination 1.1.2.0 0.0.0.255 

 rule 1 deny ip 

# 

ipsec policy testb 1 isakmp 

 security acl 3001 

 ike-profile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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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set 1 

为保证 Router A 连接的 1.1.2.0/24 网段用户访问 Router B 连接的 3.3.3.0/24 网段的报文可被正确

处理，建议将 Router A 上的 IPv4 ACL 3000 中的 deny 规则删除。 

2. ACL规则的镜像配置 

为保证IPsec对等体上能够成功建立SA，建议两端设备上用于IPsec的ACL配置为镜像对称，即保证

两端定义的要保护的数据流范围的源和目的尽量对称。例如，图 1-5 中Router A和Router B上的ACL
配置都是完全镜像对称的，因此用于保护主机Host A与主机Host C之间、子网Network 1 与子网

Network 2 之间流量的SA均可成功建立。 

图1-5 镜像 ACL 配置 

  
 

若IPsec对等体上的ACL配置非镜像，那么只有在一端的ACL规则定义的范围是另外一端的子集时，

SA协商可以成功。如 图 1-6 所示，Router A上的ACL规则允许的范围（Host A->Host C）是Router 
B上ACL规则允许的范围（Network 2->Network 1）的子集。 

图1-6 非镜像 ACL 配置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 ACL 配置下，并不是任何一端发起的 SA 协商都可以成功，仅当保护范围小

（细粒度）的一端向保护范围大（粗粒度）的一端发起的协商才能成功，反之则 SA 协商失败。这

是因为，协商响应方要求协商发起方发送过来的数据必须在响应方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其结果就

是，从细粒度一端向粗粒度一端发送报文时，细粒度侧设备发起的 SA 协商可以成功，例如 Host 
A->Host C；从粗粒度一方向细粒度一方发送报文时，粗粒度侧设备发起的 SA 协商不能成功，例

如 Host C->Host A、Host C->Host B、Host D->Host A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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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配置IPsec安全提议 

1. 功能简介 

IPsec 安全提议是 IPsec 安全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用于定义 IPsec 需要使用的安全协议、加密/
认证算法以及封装模式，为 IPsec 协商 SA 提供各种安全参数。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可对 IPsec 安全提议进行修改，但对已协商成功的 IPsec SA，新修改的安全提议并不起作用，

即仍然使用原来的安全提议，只有新协商的 SA 使用新的安全提议。若要使修改对已协商成功

的 IPsec SA 生效，则需要执行 reset ipsec sa 命令。 

• FIPS 模式下，若采用了 ESP 安全协议，则必须同时配置 ESP 加密算法和 ESP 认证算法。 

• 传输模式必须应用于数据流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与 IPsec 隧道两端地址相同的情况下；若要配

置应用于 IPv6 路由协议的手工方式的安全框架，则该安全框架引用的安全提议仅支持传输模

式的封装模式。 

• IKEv1 协商时发起方的 PFS 强度必须大于或等于响应方的 PFS 强度，否则协商会失败。IKEv2
不受该限制。不配置 PFS 特性的一端，按照对端的 PFS 特性要求进行 IKE 协商。 

• 可以使用命令为一个安全协议指定多个认证或者加密算法，算法优先级以配置顺序为准。 

• 以下这些算法只适用于 IKEv2 协商： 

IKEv2 协商适用的算法 

参数 取值 

加密算法 

aes-ctr-128/aes-ctr-192/aes-ctr-256 

camellia-cbc-128/camellia-cbc-192/camellia-cbc-2
56 
gmac-128/gmac-192/gmac-256/ 

gcm-128/gcm-192/gcm-256 

认证算法 aes-xcbc-mac 

PFS（Perfect Forward Secrecy，完

善的前向安全性）算法 
dh-group19 

dh-group20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Psec 安全提议，并进入 IPsec 安全提议视图。 
ipsec transform-set transform-set-name 

(3) 配置 IPsec 安全提议采用的安全协议。 
protocol { ah | ah-esp | esp } 

缺省情况下，采用 ESP 安全协议。 

(4) 配置协议（esp 或 ah-esp）采用的加密算法。 

（非 FIPS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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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 encryption-algorithm { 3des-cbc | aes-cbc-128 | aes-cbc-192 | 
aes-cbc-256 | aes-ctr-128 | aes-ctr-192 | aes-ctr-256 | camellia-cbc-128 
| camellia-cbc-192 | camellia-cbc-256 | des-cbc | gmac-128 | gmac-192 | 
gmac-256 | gcm-128 | gcm-192 | gcm-256 | null } * 

缺省情况下，ESP 协议没有采用任何加密算法。 

非 ESP 协议，请忽略本步骤。 

（FIPS 模式）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 aes-cbc-128 | aes-cbc-192 | aes-cbc-256 | 
aes-ctr-128 | aes-ctr-192 | aes-ctr-256 | gmac-128 | gmac-192 | gmac-256 
| gcm-128 | gcm-192 | gcm-256 } * 

缺省情况下，ESP 协议没有采用任何加密算法。 

非 ESP 协议，请忽略本步骤。 

(5) 配置协议（esp 或 ah-esp）采用的认证算法。 

（非 FIPS 模式）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 aes-xcbc-mac | md5 | sha1 | sha256 | sha384 
| sha512 } * 

缺省情况下，ESP 协议没有采用任何认证算法。 

非 ESP 协议，请忽略本步骤。 

aes-xcbc-mac 认证算法仅适用于 IKEv2 协商。 

（FIPS 模式）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 sha1 | sha256 | sha384 | sha512 } * 

缺省情况下，ESP 协议没有采用任何认证算法。 

非 ESP 协议，请忽略本步骤。 

(6) 配置协议（ah 或 ah-esp）采用的认证算法。 

（非 FIPS 模式） 
ah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 aes-xcbc-mac | md5 | sha1 | sha256 | sha384 
| sha512 } * 

缺省情况下，AH 协议没有采用任何认证算法。 

采用 ESP 协议时，请忽略本步骤。 

aes-xcbc-mac 认证算法仅适用于 IKEv2 协商。 

（FIPS 模式） 
ah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 sha1 | sha256 | sha384 | sha512 } * 

缺省情况下，AH 协议没有采用任何认证算法。 

采用 ESP 协议时，请忽略本步骤。 

(7) 配置安全协议对 IP 报文的封装模式。 
encapsulation-mode { transport | tunnel } 

缺省情况下，安全协议采用隧道模式对 IP 报文进行封装。 

(8) （可选）配置使用 IPsec 安全策略发起协商时使用 PFS 特性。 

（非 FIPS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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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s { dh-group1 | dh-group2 | dh-group5 | dh-group14 | dh-group24 | 
dh-group19 | dh-group20 } 

（FIPS 模式） 
pfs { dh-group14 | dh-group19 | dh-group20 } 

缺省情况下，使用 IPsec 安全策略发起协商时不使用 PFS 特性。 

有关 PFS（Perfect Forward Secrecy，完善的前向安全性）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

置指导”中的“IKE”。 

(9) （可选）开启 ESN 功能。 
esn enable [ both ] 

缺省情况下，ES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4  配置手工方式的IPsec安全策略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保证 SA 能够成功生成，IPsec 隧道两端的配置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IPsec 安全策略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应采用相同的安全协议、加密/认证算法和报文封装模式。 

• 当前端点的 IPv4 对端地址应与对端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的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保持一致；当前

端点的 IPv6 对端地址应与对端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的接口的第一个 IPv6 地址保持一致。 

• 应分别设置 inbound和 outbound两个方向的 IPsec SA参数，且保证每一个方向上的 IPsec 
SA 的唯一性：对于出方向 IPsec SA，必须保证三元组（对端 IP 地址、安全协议、SPI）唯一；

对于入方向 IPsec SA，必须保证 SPI 唯一。 

• 本端和对端 IPsec SA 的 SPI 及密钥必须是完全匹配的。即，本端的入方向 IPsec SA 的 SPI
及密钥必须和对端的出方向 IPsec SA 的 SPI 及密钥相同；本端的出方向 IPsec SA 的 SPI 及
密钥必须和对端的入方向 IPsec SA 的 SPI 及密钥相同。 

• 两端 IPsec SA 使用的密钥应当以相同的方式输入，即如果一端以字符串方式输入密钥，另一

端必须也以字符串方式输入密钥。如果先后以不同的方式输入了密钥，则最后设定的密钥有

效。 

• 对于 ESP 协议，以字符串方式输入密钥时，系统会自动地同时生成认证算法的密钥和加密算

法的密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一条手工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并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视图。 
ipsec { ipv6-policy | policy } policy-name seq-number manual 

(3) （可选）配置 IPsec 安全策略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无描述信息。 

(4) 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引用的 ACL。 
security acl [ ipv6 ]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没有引用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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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安全策略只能引用一个 ACL。 

(5) 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所引用的安全提议。 
transform-set transform-set-name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没有引用 IPsec 安全提议。 

一条手工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只能引用一个安全提议。 

(6) 指定 IPsec 隧道的对端 IP 地址。 
remote-address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IPsec 隧道的对端地址。 

(7) 配置 IPsec SA 的入方向 SPI。 
sa spi inbound { ah | esp } spi-number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 IPsec SA 的入方向 SPI。 

(8) 配置 IPsec SA 的出方向 SPI。 
sa spi outbound { ah | esp } spi-number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 IPsec SA 的出方向 SPI。 

(9) 配置 IPsec SA 使用的密钥。 

 配置 AH 协议的认证密钥（以十六进制方式输入）。 
sa hex-key authentication { inbound | outbound } ah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配置 AH 协议的认证密钥（以字符串方式输入）。 
sa string-key { inbound | outbound } ah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配置 ESP 协议的认证密钥和加密密钥（以字符串方式输入）。 
sa string-key { inbound | outbound } esp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配置 ESP 协议的认证密钥（以十六进制方式输入）。 
sa hex-key authentication { inbound | outbound } esp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配置 ESP 协议的加密密钥（以十六进制方式输入）。 
sa hex-key encryption { inbound | outbound } esp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sec SA 使用的密钥。 

根据本安全策略引用的安全提议中指定的安全协议，配置 AH 协议或 ESP 协议的密钥，或者

两者都配置。 

1.4.5  配置IKE协商方式的IPsec安全策略 

1. 配置方式简介 

IKE 协商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有以下两种配置方式： 

• 直接配置 IPsec 安全策略：在安全策略视图中定义需要协商的各参数； 

• 引用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配置 IPsec 安全策略：首先在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中定义需要协商的

各参数，然后通过引用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创建一条 IPsec 安全策略。应用了该类 IPsec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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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接口不能发起协商，仅可以响应远端设备的协商请求。由于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中未定

义的可选参数由发起方来决定，而响应方会接受发起方的建议，因此这种方式适用于通信对

端（例如对端的 IP 地址）未知的情况下，允许这些对端设备向本端设备主动发起协商。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与直接配置的 IKE 协商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中可配置的参数类似，但是配置

较为简单，除了 IPsec 安全提议和 IKE profile 之外的其它参数均为可选。应用了引用 IPsec 安全策

略模板配置的 IPsec 安全策略的接口不能发起协商，仅可以响应远端设备的协商请求。IPsec 安全

策略模板中未定义的可选参数由发起方来决定，而响应方会接受发起方的建议，例如 IPsec 安全策

略模板下的用于定义保护对象范围的 ACL 是可选的，该参数在未配置的情况下，相当于支持最大范

围的保护，即完全接受协商发起端的 ACL 设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IPsec 隧道两端的配置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IPsec 安全策略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中应包含具有相同的安全协议、认证/加密算法和报文封

装模式的 IPsec 安全提议。 

• IPsec 安全策略引用的 IKE profile 参数相匹配。 

• 一条 IKE 协商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中最多可以引用六个 IPsec 安全提议。IKE 协商过程中，

IKE 将会在隧道两端配置的 IPsec 安全策略中查找能够完全匹配的 IPsec 安全提议。如果 IKE
在两端找不到完全匹配的 IPsec安全提议，则SA不能协商成功，需要被保护的报文将被丢弃。 

• IKE 协商的发起方必须配置 IPsec 隧道的对端地址，响应方可选配，且当前端点的对端地址与

对端的本端地址应保持一致。 

对于 IKE 协商建立的 IPsec SA，遵循以下原则： 

• 采用隧道两端设置的 IPsec SA 生存时间中较小者。 

• 可同时存在基于时间和基于流量两种方式的 IPsec SA 生存时间，只要到达指定的时间或指定

的流量，IPsec SA 就会老化。 

• 一条 IPsec 安全策略只能引用一个 IKEv1 profile 或者一个 IKEv2 profile。同时引用时 IKEv2 
profile 的优先级高于 IKEv1 profile 的优先级。 

IKEv1 profile 的相关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IKE”。 

IKEv2 profile 的相关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IKEv2”。 

3. 直接配置IKE协商方式的IPsec安全策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一条 IKE 协商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并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视图。 
ipsec { ipv6-policy | policy } policy-name seq-number isakmp 

(3) （可选）配置 IPsec 安全策略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无描述信息。 

(4) 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引用的 ACL。 
security acl [ ipv6 ]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aggregation | 
per-host ]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没有指定 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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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 IPsec 安全策略只能引用一个 ACL。 

(5) 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 
transform-set transform-set-name&<1-6>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没有引用 IPsec 安全提议。 

(6) 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引用的 IKE profile 或者 IKEv2 profile。 

 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引用的 IKE profile。 

ike-profile profile-name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没有引用 IKE profile。 

 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引用的 IKEv2 profile。 
ikev2-profile profile-name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没有引用 IKEv2 profile。 

(7) 指定 IPsec 隧道的本端 IP 地址。 
local-address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IPsec 隧道的本端 IPv4 地址为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的接口的主 IPv4 地址，本端

IPv6 地址为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的接口的第一个 IPv6 地址。 

此处指定的 IPsec 隧道本端 IP 地址必须与 IKE 使用的标识本端身份的 IP 地址一致。在 VRRP
组网环境中，IPsec 隧道本端 IP 地址为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接口所在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 

(8) 指定 IPsec 隧道的对端 IP 地址。 
remote-address { [ ipv6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IPsec 隧道的对端 IP 地址。 

(9) （可选）配置 IPsec SA 的生存时间或空闲超时时间。 

 配置 IPsec SA 的生存时间。 
sa duration { time-based seconds | traffic-based kilobytes }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下的 IPsec SA 生存时间为当前全局的 IPsec SA 生存时间。 

 配置 IPsec SA 的空闲超时时间。 
sa idle-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下的 IPsec SA 空闲超时时间为当前全局的 IPsec SA 空闲超

时时间。 

(10) （可选）开启 TFC（Traffic Flow Confidentiality）填充功能。 
tfc enable 

缺省情况下，TFC 填充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引用IPsec安全策略模板配置IKE协商方式的IPsec安全策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一个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并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视图。 
ipsec { ipv6-policy-template | policy-template } template-name 
seq-number 

(3) （可选）配置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的描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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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无描述信息。 

(4) （可选）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引用的 ACL。 
security acl [ ipv6 ]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 aggregation | 
per-host ]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模板没有指定 ACL。 

一条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只能引用一个 ACL。 

(5) 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引用的安全提议。 
transform-set transform-set-name&<1-6> 

缺省情况下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没有引用 IPsec 安全提议。 

(6) 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引用的 IKE profile 或者 IKEv2 profile。 

 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引用的 IKE profile。 

ike-profile profile-name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模板没有引用 IKE profile。 

不能引用已经被其它 IPsec 安全策略或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引用的 IKE profile。 

 指定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引用的 IKEv2 profile。 
ikev2-profile profile-name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模板没有引用 IKEv2 profile。 

(7) 指定 IPsec 隧道的本端 IP 地址和对端 IP 地址。 

 指定 IPsec 隧道的本端 IP 地址。 

local-address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IPsec隧道的本端 IPv4地址为应用 IPsec安全策略的接口的主 IPv4地址，本

端 IPv6 地址为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的接口的第一个 IPv6 地址。 

IPsec 隧道本端 IP 地址必须与 IKE 对等体使用的标识本端身份的 IP 地址一致。VRRP 组网

环境中， IPsec 隧道本端 IP 地址为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的接口所在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 

 指定 IPsec 隧道的对端 IP 地址。 
remote-address { [ ipv6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IPsec 隧道的对端 IP 地址。 

(8) （可选）配置 IPsec SA 的生存时间或者空闲超时时间。 

 配置 IPsec SA 的生存时间。 
sa duration { time-based seconds | traffic-based kilobytes }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模板下的 IPsec SA 生存时间为当前全局的 IPsec SA 生存时

间。 

 配置 IPsec SA 的空闲超时时间。 
sa idle-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模板下的 IPsec SA 空闲超时时间为当前全局的 IPsec SA 空

闲超时时间。 

(9) （可选）开启 TFC（Traffic Flow Confidentiality）填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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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c enable 

缺省情况下，TFC 填充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0)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11) 引用安全策略模板创建一条 IKE 协商方式的安全策略。 
ipsec { ipv6-policy | policy } policy-name seq-number isakmp template 
template-name 

1.4.6  在接口上应用IPsec安全策略 

1. 配置限制与指导 

为使定义的 IPsec SA 生效，应在每个要加密的数据流和要解密的数据流所在接口上应用一个 IPsec
安全策略，以对数据进行保护。当取消 IPsec 安全策略在接口上的应用后，此接口便不再具有 IPsec
的安全保护功能。 

IKE 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可以应用到多个接口上，但建议只应用到一个接口上；手工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只能应用到一个接口上。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 
ipsec apply { ipv6-policy | policy }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没有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 

一个接口下最多只能应用一个 IPv4/IPv6 类型的 IPsec 安全策略，但可以同时应用一个 IPv4
类型的 IPsec 安全策略和一个 IPv6 类型的 IPsec 安全策略。 

1.4.7  配置解封装后IPsec报文的ACL检查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隧道模式下，接口入方向上解封装的 IPsec 报文的内部 IP 头有可能不在当前 IPsec 安全策略引用

的 ACL 的保护范围内，如网络中一些恶意伪造的攻击报文就可能有此问题，所以设备需要重新检查

解封装后的报文的 IP 头是否在 ACL 保护范围内。开启该功能后可以保证 ACL 检查不通过的报文被

丢弃，从而提高网络安全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解封装后 IPsec 报文的 ACL 检查功能。 
ipsec decrypt-check enable 

缺省情况下，解封装后 IPsec 报文的 ACL 检查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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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配置IPsec抗重放功能 

1. 功能简介 

重放报文，通常是指设备再次接收到的已经被 IPsec 处理过的报文。IPsec 通过滑动窗口（抗重放

窗口）机制检测重放报文。AH 和 ESP 协议报文中带有序列号，如果收到的报文的序列号与已经解

封装过的报文序列号相同，或收到的报文的序列号出现得较早，即已经超过了抗重放窗口的范围，

则认为该报文为重放报文。 

对重放报文的解封装无意义，并且解封装过程涉及密码学运算，会消耗设备大量的资源，导致业务

可用性下降，造成了拒绝服务攻击。通过开启 IPsec 抗重放检测功能，将检测到的重放报文在解封

装处理之前丢弃，可以降低设备资源的消耗。 

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业务数据报文的接收顺序可能与正常的顺序差别较大，虽然并非有意的重放攻

击，但会被抗重放检测认为是重放报文，导致业务数据报文被丢弃，影响业务的正常运行。因此，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通过关闭 IPsec 抗重放检测功能来避免业务数据报文的错误丢弃，也可以通过适

当地增大抗重放窗口的宽度，来适应业务正常运行的需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只有 IKE 协商的 IPsec SA 才能够支持抗重放检测，手工方式生成的 IPsec SA 不支持抗重放

检测。因此该功能开启与否对手工方式生成的 IPsec SA 没有影响。 

• 使用较大的抗重放窗口宽度会引起系统开销增大，导致系统性能下降，与抗重放检测用于降

低系统在接收重放报文时的开销的初衷不符，因此建议在能够满足业务运行需要的情况下，

使用较小的抗重放窗口宽度。 

• IPsec 抗重放检测功能缺省是开启的，是否关闭该功能请根据实际需求慎重使用。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IPsec 抗重放检测功能。 
ipsec anti-replay check 

缺省情况下，IPsec 抗重放检测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3) 配置 IPsec 抗重放窗口宽度。 
ipsec anti-replay window width 

缺省情况下，IPsec 抗重放窗口宽度为 64。 

1.4.9  配置IPsec抗重放窗口和序号的同步功能 

1. 功能简介 

IPsec 抗重放窗口和序号的同步功能是指，以指定的报文间隔将接口上 IPsec 入方向抗重放窗口的

左侧值和出方向 IPsec报文的抗重放序号进行备份。当配置了防重放窗口和序号的同步间隔的 IPsec
安全策略被应到接口上时，若 IPsec 冗余备份功能处于开启状态，则可以保证主备切换时 IPsec 流

量不间断和抗重放保护不间断。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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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开启 IPsec 冗余备份功能。 
ipsec redundancy enable 

缺省情况下，IPsec 冗余备份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视图或者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视图。 

 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视图。 
ipsec { ipv6-policy | policy } policy-name seq-number [ isakmp | 
manual ] 

 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视图。 
ipsec { ipv6-policy-template | policy-template } template-name 
seq-number 

(4) 配置防重放窗口和序号的同步间隔。 
redundancy replay-interval inbound inbound-interval outbound 

outbound-interval 

缺省情况下，同步入方向防重放窗口的报文间隔为 1000 个报文，同步出方向 IPsec SA 防重

放序号的报文间隔为 100000 个报文。 

1.4.10  配置共享源接口IPsec安全策略 

1. 配置简介 

为了提高网络的可靠性，通常核心设备到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

会有两条出口链路，它们互为备份或者为负载分担的关系。由于在不同的接口上应用安全策略时，

各个接口将分别协商生成 IPsec SA。因此，则在主备链路切换时，接口状态的变化会触发重新进行

IKE 协商，从而导致数据流的暂时中断。这种情况下，两个接口上的 IPsec SA 就需要能够平滑切换。 

通过将一个 IPsec 安全策略与一个源接口绑定，使之成为共享源接口 IPsec 安全策略，可以实现主

备链路切换时受 IPsec 保护的业务流量不中断。具体机制为：应用相同 IPsec 安全策略的多个物理

接口共同使用一个指定的源接口（称为共享源接口）协商 IPsec SA，当这些物理接口对应的链路切

换时，如果该源接口的状态不变化，就不会删除该接口协商出的 IPsec SA，也不需要重新触发 IKE
协商，各物理接口继续使用已有的 IPsec SA 保护业务流量。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只有 IKE 协商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才能配置为 IPsec 共享源接口安全策略。 

• 一个 IPsec 安全策略只能与一个源接口绑定。 

• 一个源接口可以同时与多个 IPsec 安全策略绑定。 

• 删除与共享源接口 IPsec 安全策略绑定的共享源接口时，将使得该共享源接口 IPsec 安全策略

恢复为普通 IPsec 安全策略。 

• 若一个 IPsec 安全策略为共享源接口 IPsec 安全策略，但该 IPsec 安全策略中未指定隧道本端

地址，则 IKE 将使用共享源接口地址作为 IPsec 隧道的本端地址进行 IKE 协商；如果共享源

接口 IPsec 安全策略中指定了隧道本端地址，则将使用指定的隧道本端地址进行 IKE 协商。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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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配置 IPsec 安全策略为 IPsec 共享源接口安全策略。 
ipsec { ipv6-policy | policy } policy-name local-address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策略不是共享源接口 IPsec 安全策略，即未将 IPsec 安全策略与任何

源接口绑定。 

1.4.11  配置QoS预分类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在接口上同时应用了 IPsec 安全策略与 QoS 策略时，缺省情况下，QoS 使用封装后报文的外层

IP 头信息来对报文进行分类。但如果希望 QoS 基于被封装报文的原始 IP 头信息对报文进行分类，

则需要配置 QoS 预分类功能来实现。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若在接口上同时配置 IPsec 和 QoS，同一个 IPsec SA 保护的数据流如果被 QoS 分类进入不

同队列，会导致部分报文发送乱序。由于 IPsec 具有抗重放功能，IPsec 入方向上对于抗重放

窗口之外的报文会进行丢弃，从而导致丢包现象。因此当 IPsec 与 QoS 配合使用时，必须保

证 IPsec 分类与 QoS 分类规则配置保持一致。 

• IPsec的分类规则完全由引用的 ACL规则确定，QoS策略及QoS分类的相关介绍请参见“ACL
和 QoS 配置指导”中的“QoS 配置方式”。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视图或者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视图。 

 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视图。 
ipsec { ipv6-policy | policy } policy-name seq-number [ isakmp | 
manual ] 

 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视图。 
ipsec { ipv6-policy-template | policy-template } template-name 
seq-number 

(3) 开启 QoS 预分类功能。 
qos pre-classify 

缺省情况下，QoS 预分类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12  设置IPsec隧道模式下封装后外层IP头的DF位 

1. 功能简介 

IP 报文头中的 DF（Don’t Fragment，不分片）位用于控制报文是否允许被分片。在隧道模式下，IPsec
会在原始报文外封装一个新的 IP 头，称为外层 IP 头。IPsec 的 DF 位设置功能允许用户设置 IPsec
封装后的报文外层 IP 头的 DF 位，并支持以下三种设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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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表示清除外层 IP 头的 DF 位，IPsec 封装后的报文可被分片。 

• set：表示设置外层 IP 头的 DF 位，IPsec 封装后的报文不能被分片。 

• copy：表示外层 IP 头的 DF 位从原始报文 IP 头中拷贝。 

封装后外层 IP 头的 DF 位可以在接口视图和系统视图下分别配置，接口视图下的配置优先级高。如

果接口下未设置外层 IP 头的 DF 位，则按照系统视图下的全局配置来决定如何设置封装后外层 IP
头的 DF 位。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该功能仅在 IPsec 的封装模式为隧道模式时有效，仅用于设置 IPsec 隧道模式封装后的外层 IP
头的 DF 位，原始报文 IP 头的 DF 位不会被修改。 

• 如果有多个接口应用了共享源接口安全策略，则这些接口上必须使用相同的 DF 位设置。 

• 转发报文时对报文进行分片、重组，可能会导致报文的转发延时较大。若设置了封装后 IPsec
报文的 DF 位，则不允许对 IPsec 报文进行分片，可以避免引入分片延时。这种情况下，要求

IPsec 报文转发路径上各个接口的 MTU 大于 IPsec 报文长度，否则，会导致 IPsec 报文被丢

弃。如果无法保证转发路径上各个接口的 MTU 大于 IPsec 报文长度，则建议清除 DF 位。 

3. 在接口下设置IPsec封装后外层IP头的DF位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为当前接口设置 IPsec 封装后外层 IP 头的 DF 位。 
ipsec df-bit { clear | copy | set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下未设置 IPsec 封装后外层 IP 头的 DF 位，采用全局设置的 DF 位。 

4. 全局设置IPsec封装后外层IP头的DF位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为所有接口设置 IPsec 封装后外层 IP 头的 DF 位。 
ipsec global-df-bit { clear | copy | set } 

缺省情况下，IPsec 封装后外层 IP 头的 DF 位从原始报文 IP 头中拷贝。 

1.4.13  配置IPsec反向路由注入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启RRI功能时，会删除相应 IPsec安全策略协商出的所有 IPsec SA。当有新的流量触发生成 IPsec 
SA 时，根据新协商的 IPsec 生成路由信息。 

关闭 RRI 功能时，会删除相应 IPsec 安全策略协商出的所有 IPsec SA。 

RRI 生成的静态路由随 IPsec SA 的创建而创建，随 IPsec SA 的删除而删除。 

RRI 功能在隧道模式和传输模式下都支持。 

若修改了 RRI 生成的静态路由的优先级或 Tag 属性，则会删除由相应 IPsec 安全策略建立的 IPsec 
SA 和已添加的静态路由，修改后的属性值在下次生成 IPsec SA 且添加静态路由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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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RI 功能开启的情况下，对于与未指定目的 IP 地址的 ACL 规则相匹配的报文流触发协商出的

IPsec SA，设备并不会为其自动生成一条静态路由。因此，如果 IPsec 安全策略/IPsec 安全策略模

板引用了此类型的 ACL 规则，则需要通过手工配置一条到达对端受保护网络的静态路由。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视图或者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视图。 

 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视图。 
ipsec { policy | ipv6-policy } policy-name seq-number  isakmp 

 进入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视图。 
ipsec { ipv6-policy-template | policy-template } template-name 
seq-number 

(3) 开启 IPsec 反向路由注入功能。 
reverse-route dynamic 

缺省情况下，IPsec 反向路由注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 IPsec 反向路由功能生成的静态路由的优先级。 
reverse-route preference number 

缺省情况下，IPsec 反向路由注入功能生成的静态路由的优先级为 60。 

(5) （可选）配置 IPsec 反向路由功能生成的静态路由的 Tag 值。 
reverse-route tag tag-value 

缺省情况下，IPsec 反向路由注入功能生成的静态路由的 tag 值为 0。 

1.5  配置IPsec隧道保护IPv6路由协议 

1.5.1  配置IPsec隧道保护IPv6 路由协议配置任务简介 

IPsec 隧道保护 IPv6 路由协议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IPsec安全提议 

(2) 配置手工方式的IPsec安全框架 

(3) 在IPv6 路由协议上应用IPsec安全框架 

(4) （可选）配置IPsec分片功能 

(5) （可选）配置本端允许建立IPsec隧道的最大数 

(6) （可选）配置IPsec报文日志信息记录功能 

(7) （可选）配置IPsec告警功能 

1.5.2  配置手工方式的IPsec安全框架 

手工方式的 IPsec 安全框架定义了对数据流进行 IPsec 保护所使用的安全提议，以及 SA 的 SPI、
SA 使用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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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限制和指导 

IPsec 隧道两端的配置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IPsec 安全框架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应采用相同的安全协议、加密/认证算法和报文封装模式。 

• 本端出方向 IPsec SA 的 SPI 和密钥必须和本端入方向 IPsec SA 的 SPI 和密钥保持一致。 

• 同一个范围内的、所有设备上的 IPsec SA 的 SPI 和密钥均要保持一致。该范围与协议相关：

对于 OSPFv3，是 OSPFv3 邻居之间或邻居所在的区域；对于 RIPng，是 RIPng 直连邻居之

间或邻居所在的进程。 

• 两端 IPsec SA 使用的密钥应当以相同的方式输入，即如果一端以字符串方式输入密钥，另一

端必须也以字符串方式输入密钥。如果先后以不同的方式输入了密钥，则最后设定的密钥有

效。 

• 对于 ESP 协议，以字符串方式输入密钥时，系统会自动地同时生成认证算法的密钥和加密算

法的密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一个手工方式的 IPsec 安全框架，并进入 IPsec 安全框架视图。 
ipsec profile profile-name manual 

进入已创建的 IPsec 安全框架时，可以不指定协商方式 manual。 

(3) （可选）配置 IPsec 安全框架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无描述信息。 

(4) 指定 IPsec 安全框架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 
transform-set transform-set-name 

缺省情况下，IPsec 安全框架没有引用 IPsec 安全提议。 

要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所采用的封装模式必须为传输模式。 

(5) 配置 IPsec SA 的 SPI。 
sa spi { inbound | outbound } { ah | esp } spi-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sec SA 的 SPI。 

(6) 配置 IPsec SA 使用的密钥。 

 配置 AH 协议的认证密钥（以十六进制方式输入）。 
sa hex-key authentication { inbound | outbound } ah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配置 AH 协议的认证密钥（以字符串方式输入）。 
sa string-key { inbound | outbound } ah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配置 ESP 协议的认证密钥和加密密钥（以字符串方式输入）。 
sa string-key { inbound | outbound } esp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配置 ESP 协议的认证密钥（以十六进制方式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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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hex-key authentication { inbound | outbound } esp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配置 ESP 协议的加密密钥（以十六进制方式输入）。 
sa hex-key encryption { inbound | outbound } esp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sec SA 使用的密钥。 

根据本安全框架引用的安全提议中指定的安全协议，配置 AH 协议或 ESP 协议的密钥，或者

两者都配置。 

1.5.3  在IPv6 路由协议上应用IPsec安全框架 

有关在 IPv6 路由协议上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的相关配置，请分别参考“三层技术-IP 路由配置指导”

中的“OSPFv3”和“RIPng”。 

1.6  配置全局IPsec SA生存时间和空闲超时功能 

1. 功能简介 

此功能用来配置 IPsec SA 生存时间和空闲超时功能。对于 IKE 协商建立的 IPsec SA，遵循以下原

则： 

• 采用隧道两端设置的 IPsec SA 生存时间中较小者。 

• 可同时存在基于时间和基于流量两种方式的 IPsec SA 生存时间，只要到达指定的时间或指定

的流量，IPsec SA 就会老化。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Psec SA 生存时间或者 IPsec SA 空闲超时时间。 

 配置 IPsec SA 生存时间。 

ipsec sa global-duration { time-based seconds | traffic-based 
kilobytes } 

缺省情况下，IPsec SA 基于时间的生存时间为 3600 秒，基于流量的生存时间为 1843200
千字节。 

 开启 IPsec SA 空闲超时功能，并配置 IPsec SA 空闲超时时间。 
ipsec sa idle-tim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 IPsec SA 空闲超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  配置IPsec分片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 IPsec 分片功能，可以选择在报文进行 IPsec 封装之前是否进行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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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sec 封装前分片功能处于开启状态时，设备会先判断报文在经过 IPsec 封装之后大小是否会

超过发送接口的 MTU 值，如果封装后的大小超过发送接口的 MTU 值，那么会先对其分片再

封装。 

• IPsec 封装后分片功能处于开启状态时，无论报文封装后大小是否超过发送接口的 MTU 值，

设备会直接对其先进行 IPsec 封装处理，再由后续业务对其进行分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该功能仅对需要进行 IPsec 封装的 IPv4 报文有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Psec 分片功能。 
ipsec fragmentation { after-encryption | before-encryption } 

缺省情况下，IPsec 封装前分片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8  配置本端允许建立IPsec隧道的最大数 

1. 配置限制与指导 

此功能用来配置对本端 IPsec 隧道数目的限制。本端允许建立 IPsec 隧道的最大数与内存资源有关。

内存充足时可以设置较大的数值，提高 IPsec 的并发性能；内存不足时可以设置较小的数值，降低

IPsec 占用内存的资源。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本端允许建立 IPsec 隧道的最大数。 
ipsec limit max-tunnel tunnel-limit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本端允许建立 IPsec 隧道的最大数。 

1.9  配置IPsec报文日志信息记录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IPsec 报文日志记录功能后，设备会在丢弃 IPsec 报文的情况下，例如入方向找不到对应的

IPsec SA、AH/ESP 认证失败、ESP 加密失败等时，输出相应的日志信息，该日志信息内容主要包

括报文的源和目的 IP 地址、报文的 SPI 值、报文的序列号信息，以及设备丢包的原因。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IPsec 报文日志记录功能。 
ipsec logging packet enable 

缺省情况下，IPsec 报文日志记录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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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配置IPsec告警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IPsec 的 Trap 功能后，IPsec 会生成告警信息，用于向网管软件报告该模块的重要事件。生成

的告警信息将被发送到设备的 SNMP 模块，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告警

信息输出的相关属性。有关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如果希望生成并输出某种类型的 IPsec 告警信息，则需要保证 IPsec 的全局告警功能以及相应类型

的告警功能均处于开启状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IPsec 的全局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ipsec global 

缺省情况下，IPsec 的全局告警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开启 IPsec 的指定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ipsec [ auth-failure | decrypt-failure | 
encrypt-failure | invalid-sa-failure | no-sa-failure | policy-add | 
policy-attach | policy-delete | policy-detach | tunnel-start | 
tunnel-stop ] * 

缺省情况下，IPsec 的所有告警功能均处于关闭状态。 

1.11  IPsec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Psec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认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IPsec 统计信息。 

表1-1 IPsec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Psec安全策略的信息 display ipsec { ipv6-policy | policy } [ policy-name 
[ seq-number ] ] 

显示IPsec安全策略模板的信息 display ipsec { ipv6-policy-template | 
policy-template } [ template-name [ seq-number ] ]

显示IPsec安全框架的信息 display ipsec profile [ profile-name ] 

显示IPsec SA的相关信息 

display ipsec sa [ brief | count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ipv6-policy | 
policy } policy-name [ seq-number ] | profile 
profile-name | remote [ ipv6 ] ip-address ] 

显示IPsec处理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ipsec statistics [ tunnel-id tunnel-id ] 

显示IPsec安全提议的信息 display ipsec transform-set [ transform-set-name ]

显示IPsec隧道的信息 display ipsec tunnel { brief | count | tunnel-id 
tunnel-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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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清除已经建立的IPsec SA 

reset ipsec sa [ { ipv6-policy | policy } policy-name 
[ seq-number ] | profile policy-name | remot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spi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ah | esp } 
spi-num ] 

清除IPsec的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ipsec statistics [ tunnel-id tunnel-id ] 

 

1.12  IPsec典型配置举例 

1.12.1  采用手工方式建立保护IPv4 报文的IPsec隧道 

1. 组网需求 

在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建立一条 IPsec 隧道，对 Switch A 与 Switch B 之间的数据流进行安全

保护。具体要求如下： 

• 封装形式为隧道模式。 

• 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 

• 加密算法采用 AES-CBC-192，认证算法采用 HMAC-SHA1。 

• 手工方式建立 IPsec SA。 

2. 组网图 

图1-7 保护 IPv4 报文的 IPsec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interface1 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2.2.2.1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一个访问控制列表，定义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的数据流。 
[SwitchA] acl advanced 3101 

[SwitchA-acl-ipv4-adv-3101]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2.2.2.1 0 destination 2.2.3.1 0 

[SwitchA-acl-ipv4-adv-3101] quit 

# 创建 IPsec 安全提议 tran1。 
[SwitchA]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 配置安全协议对 IP 报文的封装形式为隧道模式。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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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采用的安全协议为 ESP。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 配置 ESP 协议采用的加密算法为 AES-CBC-192，认证算法为 HMAC-SHA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92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 创建一条手工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名称为 map1，序列号为 10。 
[SwitchA] ipsec policy map1 10 manual 

# 指定引用 ACL 3101。 
[SwitchA-ipsec-policy-manual-map1-10] security acl 3101 

# 指定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为 tran1。 
[SwitchA-ipsec-policy-manual-map1-10] transform-set tran1 

# 指定 IPsec 隧道对端 IP 地址为 2.2.3.1。 
[SwitchA-ipsec-policy-manual-map1-10] remote-address 2.2.3.1 

# 配置 ESP 协议的出方向 SPI 为 12345，入方向 SPI 为 54321。 
[SwitchA-ipsec-policy-manual-map1-10] sa spi outbound esp 12345 

[SwitchA-ipsec-policy-manual-map1-10] sa spi inbound esp 54321 

# 配置 ESP 协议的出方向 SA 的密钥为明文字符串 abcdefg，入方向 SA 的密钥为明文字符串

gfedcba。 
[SwitchA-ipsec-policy-manual-map1-10]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SwitchA-ipsec-policy-manual-map1-10]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gfedcba 

[SwitchA-ipsec-policy-manual-map1-10] quit 

# 在 Vlan-interface1 接口上应用安全策略组。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sec apply policy map1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interface1 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B-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2.2.3.1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一个访问控制列表，定义 Switch B 和 Switch A 之间的数据流。 
[SwitchB] acl advanced 3101 

[SwitchB-acl-ipv4-adv-3101]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2.2.3.1 0 destination 2.2.2.1 0 

[SwitchB-acl-ipv4-adv-3101] quit 

# 创建 IPsec 安全提议 tran1。 
[SwitchB]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 配置安全协议对 IP 报文的封装形式为隧道模式。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unnel 

# 配置采用的安全协议为 ESP。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 配置 ESP 协议采用的加密算法为 AES-CBC-192，认证算法为 HMAC-SHA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92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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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 创建一条手工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名称为 use1，序列号为 10。 
[SwitchB] ipsec policy use1 10 manual 

# 指定引用 ACL 3101。 
[SwitchB-ipsec-policy-manual-use1-10] security acl 3101 

# 指定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为 tran1。 
[SwitchB-ipsec-policy-manual-use1-10] transform-set tran1 

# 指定 IPsec 隧道对端 IP 地址为 2.2.2.1。 
[SwitchB-ipsec-policy-manual-use1-10] remote-address 2.2.2.1 

# 配置 ESP 协议的出方向 SPI 为 54321，入方向 SPI 为 12345。 
[SwitchB-ipsec-policy-manual-use1-10] sa spi outbound esp 54321 

[SwitchB-ipsec-policy-manual-use1-10] sa spi inbound esp 12345 

# 配置 ESP 协议的出方向 SA 的密钥为明文字符串 gfedcba，入方向 SA 的密钥为明文字符串

abcdefg。 
[SwitchB-ipsec-policy-manual-use1-10]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gfedcba 

[SwitchB-ipsec-policy-manual-use1-10]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SwitchB-ipsec-policy-manual-use1-10] quit 

# 在 Vlan-interface1 接口上应用安全策略组。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B-Vlan-interface1] ipsec apply policy use1 

4. 验证配置 

以上配置完成后，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的 IPsec 隧道就建立好了，Swtich A 和 Switch B 之间

数据流的传输将受到生成的 IPsec SA 的保护。可通过以下显示查看 Switch A 上手工创建的 IPsec 
SA。 
[SwitchA] display ipsec sa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 

 

  ----------------------------- 

  IPsec policy: map1 

  Sequence number: 10 

  Mode: manual 

  ----------------------------- 

    Tunnel id: 549 

    Encapsulation mode: tunnel 

    Path MTU: 1443 

    Tunnel: 

        local  address: 2.2.2.1 

        remote address: 2.2.3.1 

    Flow: 

        as defined in ACL 3101 

    [Inbound ESP SA] 

      SPI: 54321 (0x0000d431) 

      Transform set: ESP-ENCRYPT-AES-CBC-192 ESP-AUTH-S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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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duration limit for this SA 

    [Outbound ESP SA] 

      SPI: 12345 (0x00003039) 

      Transform set: ESP-ENCRYPT-AES-CBC-192 ESP-AUTH-SHA1 

      No duration limit for this SA 

Switch B 上也会产生相应的 IPsec SA 来保护 IPv4 报文，查看方式与 Switch A 同，此处略。 

1.12.2  采用IKE方式建立保护IPv4 报文的IPsec隧道 

1. 组网需求 

在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建立一条 IPsec 隧道，对 Switch A 与 Switch B 之间的数据流进行安全

保护。具体要求如下： 

• 封装形式为隧道模式。 

• 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 

• 加密算法采用 AES-CBC-192，认证算法采用 HMAC-SHA1。 

• IKE 协商方式建立 IPsec SA。 

2. 组网图 

图1-8 保护 IPv4 报文的 IPsec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interface1 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2.2.2.1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一个访问控制列表，定义由 Switch A 去 Switch B 的数据流。 
[SwitchA] acl number 3101 

[SwitchA-acl-adv-3101]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2.2.2.1 0 destination 2.2.3.1 0 

[SwitchA-acl-adv-3101] quit 

# 创 IPsec 建安全提议 tran1。 
[SwitchA]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 配置安全协议对 IP 报文的封装形式为隧道模式。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unnel 

# 配置采用的安全协议为 ESP。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 配置 ESP 协议采用的加密算法为 AES-CBC-192，认证算法为 HMAC-SHA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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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 创建并配置 IKE keychain，名称为 keychain1。 
[SwitchA] ike keychain keychain1 

# 配置与 IP 地址为 2.2.3.1 的对端使用的预共享密钥为明文 12345zxcvb!@#$%ZXCVB。 
[SwitchA-ike-keychain-keychain1] pre-shared-key address 2.2.3.1 255.255.255.0 key 
simple 12345zxcvb!@#$%ZXCVB 

[SwitchA-ike-keychain-keychain1] quit 

# 创建并配置 IKE profile，名称为 profile1。 
[SwitchA] ike profile profile1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keychain keychain1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match remote identity address 2.2.3.1 255.255.255.0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quit 

# 创建一条 IKE 协商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名称为 map1，序列号为 10。 
[SwitchA] ipsec policy map1 10 isakmp 

# 指定引用 ACL 310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security acl 3101 

# 指定引用的安全提议为 tran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transform-set tran1 

# 指定 IPsec 隧道的本端 IP 地址为 2.2.2.1，对端 IP 地址为 2.2.3.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local-address 2.2.2.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remote-address 2.2.3.1 

# 指定引用的 IKE profile 为 profile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ike-profile profile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quit 

# 在 Vlan-interface1 接口上应用安全策略组。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sec apply policy map1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interface1 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B-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2.2.3.1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一个访问控制列表，定义由 Switch B 去 Switch A 的数据流。 
[SwitchB] acl number 3101 

[SwitchB-acl-adv-3101]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2.2.3.1 0 destination 2.2.2.1 0 
[SwitchB-acl-adv-3101] quit 

# 创建 IPsec 安全提议 tran1。 
[SwitchB]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 配置安全协议对 IP 报文的封装形式为隧道模式。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unnel 

# 配置采用的安全协议为 ESP。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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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ESP 协议采用的加密算法为 AES-CBC-192，认证算法为 HMAC-SHA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92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 创建并配置 IKE keychain，名称为 keychain1。 
[SwitchB] ike keychain keychain1 

# 配置与 IP 地址为 2.2.2.1 的对端使用的预共享密钥为明文 12345zxcvb!@#$%ZXCVB。 
[SwitchB-ike-keychain-keychain1] pre-shared-key address 2.2.2.1 255.255.255.0 key 
simple 12345zxcvb!@#$%ZXCVB 

[SwitchB-ike-keychain-keychain1] quit 

# 创建并配置 IKE profile，名称为 profile1。 
[SwitchB] ike profile profile1 

[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keychain keychain1 

[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match remote identity address 2.2.2.1 255.255.255.0 

[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quit 

# 创建一条 IKE 协商方式的安全策略，名称为 use1，序列号为 10。 
[SwitchB] ipsec policy use1 10 isakmp 

# 指定引用 ACL 310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security acl 3101 

# 指定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为 tran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transform-set tran1 

# 指定 IPsec 隧道的本端 IP 地址为 2.2.3.1，对端 IP 地址为 2.2.2.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local-address 2.2.3.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remote-address 2.2.2.1 

# 指定引用的 IKE 对等体为 profile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ike-profile profile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quit 

# 在 Vlan-interface1 接口上应用安全策略组。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B-Vlan-interface1] ipsec apply policy use1 

4. 验证配置 

以上配置完成后，Switch A和 Switch B之间如果有端到端的报文发送或接收，将触发 IKE进行 IPsec 
SA 的协商。IKE 成功协商出 IPsec SA 后，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数据流的传输将受到 IPsec SA
的保护。 

1.12.3  配置IPsec保护RIPng报文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9 所示，Switch A、Switch B和Switch C相连，并通过RIPng来学习网络中的IPv6 路由信息。

在各设备之间建立IPsec隧道，对它们收发的RIPng报文进行安全保护。具体要求如下： 

• 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 

• 加密算法采用 128 比特的 AES； 

• 认证算法采用 HMAC-SH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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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9 配置 IPsec 保护 RIPng 报文组网图 

 

 

3. 配置思路 

(1) 配置 RIPng 的基本功能 

RIPng 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考“三层技术-IP 路由配置指导”中的“RIPng”。 

(2) 配置 IPsec 安全框架 

需要注意的是： 

 各设备上本端出方向 SA 的 SPI 及密钥必须和本端入方向 SA 的 SPI 及密钥保持一致。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上的安全策略所引用的安全提议采用的安全协议、认证/
加密算法和报文封装模式要相同，而且所有设备上的 SA 的 SPI 及密钥均要保持一致。 

(3) 在 RIPng 进程下或接口上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4.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配置 RIPng 的基本功能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ripng 1 

[SwitchA-ripng-1]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ripng 1 enable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配置 IPsec 安全框架 

# 创建并配置名为 tran1 的 IPsec 安全提议（报文封装模式采用传输模式，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加密算法采用 128 比特的 AES，认证算法采用 HMAC-SHA1）。 
[SwitchA]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ransport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28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 创建并配置名为 profile001 的 IPsec 安全框架（协商方式为手工方式，出入方向 SA 的

SPI 均为 123456，出入方向 SA 的密钥均为明文 abcdefg）。 
[SwitchA] ipsec profile profile001 manual 

[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transform-set tran1 

[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pi outbound esp 123456 

[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pi inbound esp 123456 

[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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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SwitchA-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quit 

 在 RIPng 进程上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SwitchA] ripng 1 

[SwitchA-ripng-1] 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001 

[SwitchA-ripng-1] quit 

(2) 配置 Switch B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配置 RIPng 的基本功能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ripng 1 

[SwitchB-ripng-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ripng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200]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ripng 1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配置 IPsec 安全框架 

# 创建并配置名为 tran1 的 IPsec 安全提议（报文封装模式采用传输模式，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加密算法采用 128 比特的 AES，认证算法采用 HMAC-SHA1）。 
[SwitchB]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ransport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28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 创建并配置名为 profile001 的 IPsec 安全框架（协商方式为手工方式，出入方向 SA 的

SPI 均为 123456，出入方向 SA 的密钥均为明文 abcdefg）。 
[SwitchB] ipsec profile profile001 manual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transform-set tran1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pi outbound esp 123456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pi inbound esp 123456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SwitchB-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quit 

 在 RIPng 进程上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SwitchB] ripng 1 

[SwitchB-ripng-1] 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001 

[SwitchB-ripng-1] quit 

(3) 配置 Switch C 

 配置各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配置 RIPng 的基本功能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rip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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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ripng-1] quit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00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ripng 1 enable 

[SwitchC-Vlan-interface200] quit 

 配置 IPsec 安全框架 

# 创建并配置名为 tran1 的 IPsec 安全提议（报文封装模式采用传输模式，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加密算法采用 128 比特的 AES，认证算法采用 HMAC-SHA1）。 
[SwitchC]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ransport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28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C-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 创建并配置名为 profile001 的 IPsec 安全框架（协商方式为手工方式，出入方向 SA 的

SPI 均为 123456，出入方向 SA 的密钥均为明文 abcdefg）。 
[SwitchC] ipsec profile profile001 manual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transform-set tran1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pi outbound esp 123456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pi inbound esp 123456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out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sa string-key inbound esp simple abcdefg 

[SwitchC-ipsec-profile-manual-profile001] quit 

 在 RIPng 进程上应用 IPsec 安全框架 
[SwitchC] ripng 1 

[SwitchC-ripng-1] enable ipsec-profile profile001 

[SwitchC-ripng-1] quit 

5. 验证配置 

以上配置完成后，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将通过 RIPng 协议学习到网络中的 IPv6 路由信

息，且分别产生用于保护 RIPng 报文的 IPsec SA。 

可以通过如下 display 命令查看 Switch A 上 RIPng 的配置信息。如下显示信息表示 RIPng 进程 1
上已成功应用了 IPsec 安全框架。 
[SwitchA] display ripng 1 

    RIPng process : 1 

       Preference : 100 

       Checkzero : Enabled 

       Default Cost : 0 

       Maximum number of load balanced routes : 8 

       Update time   :   30 secs  Timeout time         :  180 secs 

       Suppress time :  120 secs  Garbage-Collect time :  120 secs 

       Update output delay:   20(ms)  Output count:    3 

       Graceful-restart interval:   60 secs 

       Triggered Interval : 5 50 200 

       Number of periodic updates sent : 186 

       Number of triggered updates sent : 1 

       IPsec profile name: profile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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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如下 display 命令查看 Switch A 上生成的 IPsec SA。 
[SwitchA] display ipsec sa 

------------------------------- 

Global IPsec SA 

------------------------------- 

 

  ----------------------------- 

  IPsec profile: profile001 

  Mode: Manual 

  ----------------------------- 

    Encapsulation mode: transport 

    [Inbound ESP SA] 

      SPI: 123456 (0x3039) 

      Connection ID: 90194313219 

      Transform set: ESP-ENCRYPT-AES-CBC-128 ESP-AUTH-SHA1 

      No duration limit for this SA 

    [Outbound ESP SA] 

      SPI: 123456 (0x3039) 

      Connection ID: 64424509441 

      Transform set: ESP-ENCRYPT-AES-CBC-128ESP-AUTH-SHA1 

      No duration limit for this SA 

Switch B 和 Switch C 上也会生成相应的 IPsec SA 来保护 RIPng 报文，查看方式与 Switch A 同，

此处略。 

1.12.4  配置IPsec反向路由注入 

1. 组网需求 

企业分支通过 IPsec VPN 接入企业总部，有如下具体需求： 

• 总部网关 Switch A 和各分支网关 Switch B、SwitchC、Switch D 之间建立 IPsec 隧道，对总

部网络 4.4.4.0/24 与分支网络 5.5.5.0/24 之间的数据进行安全保护。 

• 使用 IKE 协商方式建立 IPsec SA，采用 ESP 安全协议，DES 加密算法，HMAC-SHA-1-96
认证算法。 

• IKE 协商采用预共享密钥认证方式、3DES 加密算法、HMAC-SHA1 认证算法。 

• 在 Switch A 上开启 IPsec 反向路由注入功能，实现总部到分支的静态路由随 IPsec SA 的建立

而动态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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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0 配置 IPsec 反向路由注入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配置各接口的 IPv4 地址（略） 

 配置 IPsec 安全提议 

# 创建并配置名为 tran1 的安全提议，采用使用 ESP 安全协议，DES 加密算法，

HMAC-SHA-1-96 认证算法。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unnel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des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配置 IKE profile 

# 创建并配置 IKE profile，名称为 profile1。 
[SwitchA] ike profile profile1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keychain keychain1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match remote identity address 2.2.2.2 255.255.255.0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quit 

 配置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 

# 创建并配置名为 temp1 的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引用安全提议 tran1 
[SwitchA] ipsec policy-template temp1 1 

[SwitchA-ipsec-policy-template-temp1-1] transform-set tran1 

[SwitchA-ipsec-policy-template-temp1-1] ike-profile profile1 

 配置 RRI 功能 

# 开启 RRI 功能，指定生成的静态路由的优先级为 100、Tag 值为 1000。 
[SwitchA-ipsec-policy-template-temp1-1] reverse-route dynamic 

[SwitchA-ipsec-policy-template-temp1-1] reverse-route preferenc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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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ipsec-policy-template-temp1-1] reverse-route tag 1000 

[SwitchA-ipsec-policy-template-temp1-1] quit 

 配置 IKE 协商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 

# 创建并配置名为 map1 的 IPsec 安全策略，基于安全策略模板 temp1 创建 
[SwitchA] ipsec  policy map1 10 isakmp template temp1 

 配置 IKE 提议 

# 创建并配置 IKE 提议 1，指定使用预共享密钥认证方式、3DES 加密算法、HMAC-SHA1
认证算法。 
[SwitchA] ike proposal 1 

[SwitchA-ike-proposal-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witchA-ike-proposal-1]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 

[SwitchA-ike-proposal-1]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 

[SwitchA-ike-proposal-1] quit 

 配置 IKE keychain 

# 创建并配置名为 key1 的 IKE keychain，指定与地址为 2.2.2.2 的对端使用的预共享密钥

为明文 123。 
[SwitchA] ike keychain key1 

[SwitchA-ike-keychain-key1] pre-shared-key address 2.2.2.2 key simple 123 

[SwitchA-ike-keychain-key1] quit 

 在接口下引用 IPsec 安全策略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 map1。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ipsec apply policy map1 

[SwitchA-Vlan-interface100] quit 

(2) 配置 Switch B 

 配置各接口的 IPv4 地址（略） 

 配置 IPsec 安全提议 

# 创建并配置名为 tran1 的安全提议 
[SwitchB]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unnel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des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配置 ACL 

# 配置 IPv4 高级 ACL 3000，定义要保护由子网 5.5.5.0/24 去往子网 4.4.4.0/24 的数据流。 
[SwitchB] acl advanced 3000 

[SwitchB-acl-ipv4-adv-3000] rule permit ip source 5.5.5.0 0.0.0.255 destination 
4.4.4.0 0.0.0.255 

[SwitchB-acl-ipv4-adv-3000] quit 

 配置 IKE profile 

# 创建并配置 IKE profile，名称为 profile1。 
[SwitchB] ike profile profile1 

[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keychain keycha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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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match remote identity address 1.1.1.1 255.255.255.0 

[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quit 

 配置 ISAKMP 方式的安全策略 

# 创建并配置名为 map1 的 IPsec 安全策略，引用安全提议 tran1，引用 ACL 3000，并指

定 IPsec 隧道的对端地址为 1.1.1.1。 
[SwitchB] ipsec policy map1 10 isakmp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map1-10] transform-set tran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map1-10] security acl 3000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map1-10] remote-address 1.1.1.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map1-10] ike-profile profile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map1-10] quit 

 配置 IKE 提议 

# 创建并配置 IKE 提议 1，指定预共享密钥认证方式、3DES 加密算法、HMAC-SHA1 认

证算法。 
[SwitchB] ike proposal 1 

[SwitchB-ike-proposal-1]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SwitchB-ike-proposal-1]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 

[SwitchB-ike-proposal-1]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 

[SwitchB-ike-proposal-1] quit 

 配置 IKE keychain 

# 创建并配置名为 key1 的 IKE keychain，指定与地址为 1.1.1.1 的对端使用的预共享密钥

为明文 123。 
[SwitchB] ike keychain key1 

[SwitchB-ike-keychain-key1] pre-shared-key address 1.1.1.1 key simple 123 

[SwitchB-ike-keychain-key1] quit 

 在接口上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应用 IPsec 安全策略 map1。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ipsec apply policy map1 

[SwitchB-Vlan-interface100] quit 

保证 SwitchB 上存在到达对端私网网段的路由，出接口为 Vlan-interface100。 

(3) 配置 Switch C、Switch D 

配置步骤与 Switch B 类似，请参考 Switch B 的配置。 

4. 验证配置结果 

以上配置完成后，当分支子网 5.5.5.0/24 向总部网络 4.4.4.0/24 发起数据连接时，将触发 Rouer B
和 Switch A 之间进行 IKE 协商。IKE 成功协商出 IPsec SA 后，企业总部与分支子网之间的数据流

传输将受到 IPsec SA 的保护。在 Switch A 上可通过以下显示查看到协商生成的 IPsec SA。 
[SwitchA] display ipsec sa 

------------------------------- 

Interface: Vlan-interface100 

------------------------------- 

 

  ----------------------------- 

  IPsec policy: ma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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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quence number: 10 

  Mode: Template 

  ----------------------------- 

    Tunnel id: 0 

    Encapsulation mode: tunnel 

    Perfect Forward Secrecy: 

    Inside VPN: 

    Extended Sequence Numbers enable: N 

    Traffic Flow Confidentiality enable: N 

    Path MTU: 1463 

    Tunnel: 

        local  address: 1.1.1.1 

        remote address: 2.2.2.2 

    Flow: 

        sour addr: 4.4.4.0/255.255.255.0  port: 0  protocol: ip 

        dest addr: 5.5.5.0/255.255.255.0  port: 0  protocol: ip 

 

    [Inbound ESP SAs] 

      SPI: 1014286405 (0x3c74c845) 

      Connection ID: 90194313219 

      Transform set: ESP-ENCRYPT-DES-CBC ESP-AUTH-SHA1 

      SA duration (kilobytes/sec): 1843200/3600 

      SA remaining duration (kilobytes/sec): 1843199/3590 

      Max received sequence-number: 4 

      Anti-replay check enable: Y 

      Anti-replay window size: 64 

      UDP encapsulation used for NAT traversal: N 

      Status: Active 

 

    [Outbound ESP SAs] 

      SPI: 4011716027 (0xef1dedbb) 

      Connection ID: 64424509441 

      Transform set: ESP-ENCRYPT-DES-CBC ESP-AUTH-SHA1 

      SA duration (kilobytes/sec): 1843200/3600 

      SA remaining duration (kilobytes/sec): 1843199/3590 

      Max sent sequence-number: 4 

      UDP encapsulation used for NAT traversal: N 

      Status: Active 

 

IPsec SA 成功建立后，在 Switch A 上可以通过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verbose 命令查

看到 IPsec 反向路由注入生成的静态路由，目的地址为分支子网地址 5.5.5.0/24，下一跳为 IPsec
隧道对端地址 2.2.2.2，优先级为 100，Tag 值为 1000。Switch A 和 Switch C、Switch D 之间的 IPsec
隧道建立成功后，Switch A 上也会产生到达各分支子网的相应静态路由，此处显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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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KE 

 

若无特殊说明，本文中的 IKE 均指第 1 版本的 IKE 协议。 

 

2.1  IKE简介 

IKE（Internet Key Exchange，互联网密钥交换）协议利用 ISAKMP（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互联网安全联盟和密钥管理协议）语言定义密钥交换的过程，是

一种对安全服务进行协商的手段。 

2.1.1  IKE的优点 

用 IPsec 保护一个 IP 数据包之前，必须先建立一个安全联盟（IPsec SA），IPsec SA 可以手工创建

或动态建立。IKE 为 IPsec 提供了自动建立 IPsec SA 的服务，具体有以下优点。 

• IKE 首先会在通信双方之间协商建立一个安全通道（IKE SA），并在此安全通道的保护下协商

建立 IPsec SA，这降低了手工配置的复杂度，简化 IPsec 的配置和维护工作。 

• IKE 的精髓在于 DH（Diffie-Hellman）交换技术，它通过一系列的交换，使得通信双方最终计

算出共享密钥。在 IKE 的 DH 交换过程中，每次计算和产生的结果都是不相关的。由于每次

IKE SA 的建立都运行了 DH 交换过程，因此就保证了每个通过 IKE 协商建立的 IPsec SA 所

使用的密钥互不相关。 

• IPsec 使用 AH 或 ESP 报文头中的顺序号实现防重放。此顺序号是一个 32 比特的值，此数溢

出之前，为实现防重放，IPsec SA 需要重新建立，IKE 可以自动重协商 IPsec SA。 

2.1.2  IPsec与IKE的关系 

如 图 2-1 所示，IKE为IPsec协商建立SA，并把建立的参数交给IPsec，IPsec使用IKE建立的SA对IP
报文加密或认证处理。 



 2-2 

图2-1 IPsec 与 IKE 的关系图 

 

 

2.1.3  IKE的协商过程 

IKE 使用了两个阶段为 IPsec 进行密钥协商以及建立 SA： 

(1) 第一阶段，通信双方彼此间建立了一个已通过双方身份认证和对通信数据安全保护的通道，

即建立一个 IKE SA（本文中提到的 IKE SA 都是指第一阶段 SA）。 

(2) 第二阶段，用在第一阶段建立的 IKE SA 为 IPsec 协商安全服务，即为 IPsec 协商 IPsec SA，
建立用于最终的 IP 数据安全传输的 IPsec SA。 

(3) 第一阶段有主模式（Main Mode）和野蛮模式（Aggressive Mode）两种 IKE 协商模式。 

1. 主模式 

图2-2 主模式协商过程 

 
 

如 图 2-2 所示，第一阶段主模式的IKE协商过程中包含三对消息，具体内容如下： 

(1) 第一对消息完成了 SA 交换，它是一个协商确认双方 IKE 安全策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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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对消息完成了密钥交换，通过交换 Diffie-Hellman 公共值和辅助数据（如：随机数），最

终双方计算生成一系列共享密钥（例如，认证密钥、加密密钥以及用于生成 IPsec 密钥参数的

密钥材料），并使其中的加密密钥和认证密钥对后续的 IKE 消息提供安全保障； 

(3) 第三对消息完成了 ID 信息和验证数据的交换，并进行双方身份的认证。 

2. 野蛮模式 

图2-3 野蛮模式协商过程 

 
 

如 图 2-3 所示，第一阶段野蛮模式的IKE协商过程中包含三条消息，具体内容如下： 

(1) 发起方通过第一条消息发送本地 IKE 信息，包括建立 IKE SA 所使用的参数、与密钥生成相关

的信息和身份验证信息。 

(2) 接收方通过第二条消息对收到的第一个消息进行确认，查找并返回匹配的参数、密钥生成信

息和身份验证信息。 

(3) 发起方通过第三条消息回应验证结果，并成功建立 IKE SA。 

与主模式相比，野蛮模式的优点是建立 IKE SA 的速度较快。但是由于野蛮模式的密钥交换与身份

认证一起进行，因此无法提供身份保护。在对身份保护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交换报文较少的野蛮

模式可以提高协商的速度；在对身份保护要求较高的场合，则应该使用主模式。 

2.1.4  IKE的安全机制 

IKE 可以在不安全的网络上安全地认证通信双方的身份、分发密钥以及建立 IPsec SA，具有以下几

种安全机制。 

1. 身份认证 

IKE 的身份认证机制用于确认通信双方的身份。设备支持三种认证方法：预共享密钥认证、RSA 数

字签名认证和 DSA 数字签名认证。 

• 预共享密钥认证：通信双方通过共享的密钥认证对端身份。 

• 数字签名认证：通信双方使用由 CA 颁发的数字证书向对端证明自己的身份。 

2. DH算法 

DH 算法是一种公共密钥算法，它允许通信双方在不传输密钥的情况下通过交换一些数据，计算出

共享的密钥。即使第三方（如黑客）截获了双方用于计算密钥的所有交换数据，由于其复杂度很高，

也不足以计算出双方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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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FS特性 

PFS（Perfect Forward Secrecy，完善的前向安全性）是一种安全特性，它解决了密钥之间相互无

关性的需求。由于 IKE 第二阶段协商需要从第一阶段协商出的密钥材料中衍生出用于 IPsec SA 的

密钥，若攻击者能够破解 IKE SA 的一个密钥，则会非常容易得掌握其衍生出的任何 IPsec SA 的密

钥。使用 PFS 特性后，IKE 第二阶段协商过程中会增加一次 DH 交换，使得 IKE SA 的密钥和 IPsec 
SA 的密钥之间没有派生关系，即使 IKE SA 的其中一个密钥被破解，也不会影响它协商出的其它密

钥的安全性。 

2.1.5  协议规范 

与 IKE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2408：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ISAKMP) 

• RFC2409：The Internet Key Exchange (IKE) 

• RFC2412：The OAKLEY Key Determination Protocol 

• Internet-Draft：draft-ietf-ipsec-isakmp-xauth-06.txt 

• Internet-Draft：draft-dukes-ike-mode-cfg-02.txt 

2.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2.3  IKE配置任务简介 

IKE 配置任务如下： 

(1) （可选）配置IKE profile 

a. 创建IKE profile 

b. 配置匹配对端身份的规则 

c. 配置keychain或者PKI域 

d. 配置IKE第一阶段的协商模式 

e. 配置IKE profile引用的IKE提议 

f. 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g. 配置IKE profile的可选功能 

(2) 配置IKE提议 

(3) 配置IKE keychain 

(4) （可选）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5) （可选）配置IKE Keepalive功能 

(6) （可选）配置IKE NAT Keepalive功能 

(7) （可选）配置全局IKE DPD功能 

(8) （可选）配置针对无效IPsec SPI的IKE SA恢复功能 

(9) （可选）配置对IKE SA数目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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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选）配置IKE告警功能 

2.4  IKE配置准备 

进行 IKE 配置之前，用户需要确定以下几个因素，以便配置过程的顺利进行。 

• 确定 IKE 交换过程中安全保护的强度，包括认证方法、加密算法、认证算法、DH group。 

 认证方法分为预共享密钥认证和数字签名认证。预共享密钥认证机制简单、不需要证书，

常在小型组网环境中使用；数字签名认证安全性更高，常在“中心—分支”模式的组网环

境中使用。例如，在“中心—分支”组网中使用预共享密钥认证进行 IKE 协商时，中心侧

可能需要为每个分支配置一个预共享密钥，当分支很多时，配置会很复杂，而使用数字签

名认证时只需配置一个 PKI 域。 

 不同认证/加密算法的强度不同，算法强度越高，受保护数据越难被破解，但消耗的计算资

源越多。 

 DH group 位数越大安全性越高，但是处理速度会相应减慢。应该根据实际组网环境中对安

全性和性能的要求选择合适的 DH group。 

• 确定通信双方预先约定的预共享密钥或所属的 PKI 域。关于 PKI 的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

指导”中的“PKI”。 

• 确定通信双方都采用 IKE协商模式的 IPsec安全策略。IPsec安全策略中若不引用 IKE profile，
则使用系统视图下配置的 IKE profile 进行协商，若系统视图下没有任何 IKE profile，则使用全

局的 IKE 参数进行协商。关于 IPsec 安全策略的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IPsec”。 

2.5  配置IKE profile 

2.5.1  创建IKE profile 

1. 功能简介 

创建一个 IKE profile，并进入 IKE Profile 视图。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一个 IKE profile，并进入 IKE Profile 视图。 
ike profile profile-name 

2.5.2  配置匹配对端身份的规则 

1. 功能简介 

响应方首先需要根据发起方的身份信息查找一个本端的 IKE profile，然后使用此 IKE profile 中的信

息验证对端身份，发起方同样需要根据响应方的身份信息查找到一个 IKE profile用于验证对端身份。

对端身份信息若能满足本地某个 IKE profile 中指定的匹配规则，则该 IKE profile 为查找的结果。 



 2-6 

2. 配置限制与指导 

协商双方都必须配置至少一个 match remote 规则，当对端的身份与 IKE profile 中配置的 match 

remote 规则匹配时，则使用此 IKE profile 中的信息与对端完成认证。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KE Profile 视图。 
ike profile profile-name 

(3) 配置匹配对端身份的规则。 
match remote { certificate policy-name | identity { address 
{ { ipv4-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range low-ipv4-address 
high-ipv4-address } | ipv6 { ipv6-address [ prefix-length ] | range 
low-ipv6-address high-ipv6-address } } | fqdn fqdn-name | user-fqdn 
user-fqdn-name } } 

2.5.3  配置keychain或者PKI域 

1. 配置限制与指导 

根据 IKE 提议中配置的认证方法，配置 IKE keychain 或 PKI 域。 

• 如果认证方法为数字签名（dsa-signature 或者 rsa-signature），则需要配置 PKI 域。 

• 如果指定的认证方式为预共享密钥（pre-share），则需要配置 IKE keychain。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KE Profile 视图。 
ike profile profile-name 

(3) 配置 keychain 或者 PKI 域。 

 配置采用预共享密钥认证时所使用的 keychain。 

keychain keychain-name 

 配置采用数字签名认证时证书所属的 PKI 域。 

certificate domain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keychain 和 PKI 域。 

2.5.4  配置IKE第一阶段的协商模式 

1. 配置限制与指导 

配置本端作为发起方时所使用的协商模式（主模式、野蛮模式）。本端作为响应方时，将自动适配

发起方的协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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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KE Profile 视图。 
ike profile profile-name 

(3) 配置 IKE 第一阶段的协商模式。 

（非 FIPS 模式） 
exchange-mode { aggressive | main } 

（FIPS 模式） 
exchange-mode main 

缺省情况下，IKE 第一阶段发起方的协商模式使用主模式。 

2.5.5  配置IKE profile引用的IKE提议 

1. 配置限制与指导 

本端作为发起方时可以使用的 IKE 提议（可指定多个），先指定的优先级高。响应方会将发起方的

IKE 提议与本端所有的 IKE 提议进行匹配，如果找到匹配项则直接使用，否则继续查找。若未查找

到匹配的 IKE 提议，则协商失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KE Profile 视图。 
ike profile profile-name 

(3) 配置 IKE profile 引用的 IKE 提议。 
proposal proposal-number&<1-6> 

缺省情况下，IKE profile未引用 IKE提议，使用系统视图下已配置的 IKE提议进行 IKE协商。 

2.5.6  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1. 配置限制与指导 

• 如果本端的认证方式为数字签名，则可以配置任何类型的身份信息。若配置的本端身份为 IP
地址，但这个 IP 地址与本地证书中的 IP 地址不同时，设备将使用 FQDN（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完全合格域名）类型的本端身份，该身份的内容为设备的名称（可通过

sysname 命令配置）。 

• 如果本端的认证方式为预共享密钥，则只能配置除 DN 之外的其它类型的身份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KE Profile 视图。 
ike profile pro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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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local-identity { address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dn | fqdn 
[ fqdn-name ] | user-fqdn [ user-fqdn-name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本端身份信息。此时使用系统视图下通过 ike identity 命令配置的身

份信息作为本端身份信息。若两者都没有配置，则使用 IP 地址标识本端的身份，该 IP 地址为

IPsec 安全策略或 IPsec 安全策略模板应用的接口的 IP 地址。 

2.5.7  配置IKE profile的可选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KE Profile 视图。 
ike profile profile-name 

(3) 配置 IKE profile 的可选功能。 

 配置 IKE DPD 功能。 
dpd interval interval [ retry seconds ] { on-demand | periodic } 

缺省情况下，IKE profile 视图下没有配置 DPD 功能，采用系统视图下的 DPD 配置。若两

者没有配置，则不进行 DPD 探测。 

如果 IKE profile 视图下和系统视图下都配置了 DPD 功能，则 IKE profile 视图下的 DPD 配

置生效，如果 IKE profile 视图下没有配置 DPD 功能，则采用系统视图下的 DPD 配置。 

 配置 IKE profile 的使用范围。 
match local address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缺省情况下，未限制 IKE profile 的使用范围。 

限制 IKE profile 只能在指定的地址或指定接口的地址下使用。配置了 match local 

address的 IKE profile的优先级高于所有未配置match local address的 IKE profile。 

 配置 IKE profile 的优先级。 
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IKE profile 的优先级为 100。 

IKE profile 的匹配优先级首先取决于其中是否配置了 match local address，其次决定

于配置的优先级值，最后决定于配置 IKE profile 的先后顺序。 

2.6  配置IKE提议 

1. IKE提议及匹配机制简介 

IKE 定义了一套属性数据来描述 IKE 第一阶段使用怎样的参数来与对端进行协商。用户可以创建多

条不同优先级的 IKE 提议。协商双方必须至少有一条匹配的 IKE 提议才能协商成功。 

在进行 IKE 协商时，协商发起方会将自己的 IKE 提议发送给对端，由对端进行匹配。 

• 若发起方使用的 IPsec 安全策略中没有引用 IKE profile，则会将当前系统中所有的 IKE 提议发

送给对端，这些 IKE 提议的优先级顺序由 IKE 提议的序号决定，序号越小优先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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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发起方的 IPsec 策略中引用了 IKE profile，则会将该 IKE profile 中引用的所有 IKE 提议发

送给对端，这些 IKE 提议的优先级由引用的先后顺序决定，先引用的优先级高。 

协商响应方则以对端发送的 IKE 提议优先级从高到低的顺序与本端所有的 IKE 提议进行匹配，直到

找到一个匹配的提议来使用。匹配的 IKE 提议将被用来建立 IKE SA。 

以上 IKE 提议的匹配原则是：协商双方具有相同的加密算法、认证方法、认证算法和 DH group 标

识。匹配的 IKE 提议的 IKE SA 存活时间则取两端的最小值。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KE 提议，并进入 IKE 提议视图。 
ike proposal proposal-number 

缺省情况下，存在一个缺省的 IKE 提议。 

(3) 配置 IKE 提议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不存在 IKE 提议的描述信息。 

(4) 指定一个供 IKE 提议使用的加密算法。 

（非 FIPS 模式） 
encryption-algorithm { 3des-cbc | aes-cbc-128 | aes-cbc-192 | 
aes-cbc-256 | des-cbc } 

缺省情况下，IKE 提议使用 CBC 模式的 56-bit DES 加密算法。 

（FIPS 模式） 
encryption-algorithm { aes-cbc-128 | aes-cbc-192 | aes-cbc-256 } 

缺省情况下，IKE 提议使用 CBC 模式的 128-bit AES 加密算法。 

(5) 指定一个供 IKE 提议使用的认证方法。 
authentication-method { dsa-signature | pre-share | rsa-signature } 

缺省情况下，IKE 提议使用预共享密钥的认证方法。 

(6) 指定一个供 IKE 提议使用的认证算法。 

（非 FIPS 模式）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 md5 | sha | sha256 | sha384 | sha512 } 

缺省情况下，IKE 提议使用 HMAC-SHA1 认证算法。 

（FIPS 模式）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 sha | sha256 | sha384 | sha512 } 

缺省情况下，IKE 提议使用 HMAC-SHA256 认证算法。 

(7) 配置 IKE 第一阶段密钥协商时所使用的 DH 密钥交换参数。 

（非 FIPS 模式） 
dh { group1 | group14 | group2 | group24 | group5 } 

缺省情况下，IKE 第一阶段密钥协商时所使用的 DH 密钥交换参数为 group1，即 768-bit 的
Diffie-Hellma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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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PS 模式） 
dh group14 

缺省情况下，IKE 第一阶段密钥协商时所使用的 DH 密钥交换参数为 group14，即 2048-bit
的 Diffie-Hellman group。 

(8) （可选）指定一个 IKE 提议的 IKE SA 存活时间。 
sa duration seconds 

缺省情况下，IKE 提议的 IKE SA 存活时间为 86400 秒。 

2.7  配置IKE keychain 

1. IKE keychain及参数简介 

在 IKE 需要通过预共享密钥方式进行身份认证时，协商双方需要创建并指定 IKE keychain。IKE 
keychain 用于配置协商双方的密钥信息，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 预共享密钥。IKE 协商双方配置的预共享密钥必须相同，否则身份认证会失败。以明文或密文

方式设置的预共享密钥，均以密文的方式保存在配置文件中。 

• IKE keychain的使用范围。限制 keychain的使用范围，即 IKE keychain只能在指定的地址或

指定接口对应的地址下使用（这里的地址指的是 IPsec 安全策略/IPsec 安全策略模板下配置的

本端地址，若本端地址没有配置，则为引用 IPsec 安全策略的接口的 IP 地址）。 

• IKE keychain 的优先级。配置了 match local address 的 IKE keychain 的优先级高于所

有未配置 match local address 的 IKE keychain。即 IKE keychain 的优先级首先决定于

是否配置了 match local address，其次取决于配置的优先级，最后决定于配置 IKE 
keychain 的先后顺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KE keychain，并进入 IKE keychain 视图。 
ike keychain keychain-name 

(3) 配置预共享密钥。 

（非 FIPS 模式） 
pre-shared-key { address { ipv4-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ipv6 
ipv6-address [ prefix-length ] } | hostname host-name }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FIPS 模式） 
pre-shared-key { address { ipv4-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ipv6 
ipv6-address [ prefix-length ] } | hostname host-name } key [ cipher 
string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预共享密钥。 

(4) （可选）配置 IKE keychain 的使用范围。 
match local address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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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限制 IKE keychain 的使用范围。 

(5) （可选）配置 IKE keychain 的优先级。 
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IKE keychain 的优先级为 100。 

2.8  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1. 配置限制与指导 

本端身份信息适用于所有 IKE SA 的协商，而 IKE profile 下的 local-identity 仅适用于本 IKE 
profile。如果 IKE profile 下没有配置本端身份，则默认使用此处配置的全局本端身份。 

• 如果本端采用的认证方式为数字签名，则本端配置的任何类型的身份信息都有效； 

• 如果本端采用认证方式为预共享密钥，则本端除 DN 之外的其它类型的身份信息均有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ike identity { address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dn | fqdn 
[ fqdn-name ] | user-fqdn [ user-fqdn-name ] } 

缺省情况下，使用 IP 地址标识本端的身份，该 IP 地址为 IPsec 安全策略或 IPsec 安全策略模

板应用的接口地址。 

(3) （可选）配置当使用数字签名认证方式时，本端的身份总从证书的主题字段中获得。 
ike signature-identity from-certificate 

缺省情况下，本端身份信息由 local-identity 或 ike identity 命令指定。 

在采用 IPsec野蛮协商模式且使用数字签名认证方式的情况下，与仅支持使用DN类型的身份

进行数字签名认证的设备互通时需要配置本命令。 

2.9  配置IKE Keepalive功能 

1. 功能简介 

IKE Keepalive 功能用于检测对端是否存活。在对端配置了等待 IKE Keepalive 报文的超时时间后，

必须在本端配置发送 IKE Keepalive 报文的时间间隔。当对端 IKE SA 在配置的超时时间内未收到

IKE Keepalive 报文时，则删除该 IKE SA 以及由其协商的 IPsec SA。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当有检测对方是否存活的需求时，通常建议配置 IKE DPD，不建议配置 IKE Keepalive。仅当

对方不支持 IKE DPD功能且支持 IKE Keepalive功能时，才考虑配置 IKE Keepalive功能。配

置 IKE Keepalive 功能后，会定时检测对方是否存活，因此会额外消耗网络带宽和计算资源。 

• 本端配置的 IKE Keepalive 报文的等待超时时间要大于对端发送的时间间隔。由于网络中一般

不会出现超过连续三次的报文丢失，所以，本端的超时时间可以配置为对端配置的发送 IKE 
Keepalive 报文的时间间隔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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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通过 IKE SA 向对端发送 IKE Keepalive 报文的时间间隔。 
ike keepalive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不向对端发送 IKE Keepalive 报文。 

(3) 配置本端等待对端发送 IKE Keepalive 报文的超时时间。 
ike keepalive timeout seconds 

缺省情况下，永不超时，一直等待对端发送 IKE Keepalive 报文。 

2.10  配置IKE NAT Keepalive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采用 IKE 协商建立的 IPsec 隧道中，可能存在 NAT 设备，由于在 NAT 设备上的 NAT 会话有一定

存活时间，一旦 IPsec 隧道建立后如果长时间没有流量，对应的 NAT 会话表项会被删除，这样将导

致 IPsec 隧道无法继续传输数据。为防止 NAT 表项老化，NAT 内侧的 IKE 网关设备需要定时向 NAT
外侧的 IKE 网关设备发送 NAT Keepalive 报文，以便维持 NAT 设备上对应的 IPsec 流量的会话存

活，从而让 NAT 外侧的设备可以访问 NAT 内侧的设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向对端发送 NAT Keepalive 报文的时间间隔。 
ike nat-keepaliv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向对端发送 NAT Keepalive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20 秒。 

2.11  配置全局IKE DPD功能 

1. 功能简介 

DPD（Dead Peer Detection，对等体存活检测）用于检测对端是否存活。本端主动向对端发送 DPD
请求报文，对对端是否存活进行检测。如果本端在 DPD 报文的重传时间间隔（retry seconds）
内未收到对端发送的 DPD 回应报文，则重传 DPD 请求报文，若重传两次之后仍然没有收到对端的

DPD 回应报文，则删除该 IKE SA 和对应的 IPsec SA。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IKE DPD 有两种模式：按需探测模式（on-demand）和定时探测模式（periodic）。一般若

无特别要求，建议使用按需探测模式，在此模式下，仅在本端需要发送报文时，才会触发探

测；如果需要尽快地检测出对端的状态，则可以使用定时探测模式。在定时探测模式下工作，

会消耗更多的带宽和计算资源，因此当设备与大量的 IKE 对端通信时，应优先考虑使用按需

探测模式。 

• 如果 IKE profile 视图下和系统视图下都配置了 DPD 探测功能，则 IKE profile 视图下的 DPD
配置生效，如果 IKE profile视图下没有配置DPD探测功能，则采用系统视图下的DPD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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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配置的触发 IKE DPD探测的时间间隔大于DPD报文的重传时间间隔，使得直到当前DPD
探测结束才可以触发下一次 DPD 探测，DPD 在重传过程中不触发新的 DPD 探测。 

• 以定时探测模式为例，若本端的 IKE DPD 配置如下：ike dpd interval 10 retry 6 

periodi则，具体的探测过程为：IKE SA协商成功之后10秒，本端会发送DPD探测报文，

并等待接收 DPD 回应报文。若本端在 6 秒内没有收到 DPD 回应报文，则会第二次发送 DPD
探测报文。在此过程中总共会发送三次 DPD 探测报文，若第三次 DPD 探测报文发出后 6 秒

仍没收到 DPD 回应报文，则会删除发送 DPD 探测报文的 IKE SA 及其对应的所有 IPsec SA。
若在此过程中收到了 DPD 回应报文，则会等待 10 秒再次发送 DPD 探测报文。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KE DPD 功能。 
ike dpd interval interval [ retry seconds ] { on-demand | periodic } 

缺省情况下，IKE DPD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12  配置针对无效IPsec SPI的IKE SA恢复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 IPsec 隧道一端的安全网关出现问题（例如安全网关重启）导致其 IPsec SA 丢失时，会造成 IPsec
流量黑洞现象：一端（接收端）的 IPsec SA 已经丢失，而另一端（发送端）还持有对应的 IPsec SA
且不断地向对端发送报文，当接收端收到发送端使用此 IPsec SA 封装的 IPsec 报文时，就会因为

找不到对应的 SA 而持续丢弃报文，形成流量黑洞。该现象造成 IPsec 通信链路长时间得不到恢复

（只有等到发送端旧的 IPsec SA 生命周期超时，并重建 IPsec SA 后，两端的 IPsec 流量才能得以

恢复），因此需要采取有效的 IPsec SA 恢复手段来快速恢复中断的 IPsec 通信链路。 

IPsec SA 由 SPI 唯一标识，接收方根据 IPsec 报文中的 SPI 在 SA 数据库中查找对应的 IPsec SA，
若接收方找不到处理该报文的 IPsec SA，则认为此报文的 SPI 无效。如果接收端当前存在 IKE SA，
则会向对端发送删除对应 IPsec SA 的通知消息，发送端 IKE 接收到此通知消息后，就会立即删除

此无效 SPI 对应的 IPsec SA。之后，当发送端需要继续向接收端发送报文时，就会触发两端重建

IPsec SA，使得中断的 IPsec 通信链路得以恢复；如果接收端当前不存在 IKE SA，就不会触发本

端向对端发送删除 IPsec SA 的通知消息，接收端将默认丢弃无效 SPI 的 IPsec 报文，使得链路无

法恢复。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开启了 IPsec 无效 SPI 恢复 IKE SA 功能，就会触发本端与对端协商

新的 IKE SA 并发送删除消息给对端，从而使链路恢复正常。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由于开启此功能后，若攻击者伪造大量源 IP地址不同但目的 IP地址相同的无效SPI报文发给设备，

会导致设备因忙于与无效对端协商建立 IKE SA 而面临受到 DoS（Denial of Sevice）攻击的风险。

因此，建议通常不要打开 ike invalid-spi-recovery enable 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针对无效 IPsec SPI 的 IKE SA 恢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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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 invalid-spi-recovery enable 

缺省情况下，针对无效 IPsec SPI 的 IKE SA 恢复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2.13  配置对IKE SA数目的限制 

1. 功能简介 

由于不同设备的能力不同，为充分利用设备的处理能力，可以配置允许同时处于协商状态的 IKE SA
的最大数，也可以配置允许建立的 IKE SA 的最大数。 

若设置允许同时协商更多的 IKE SA，则可以充分利用设备处理能力，以便在设备有较强处理能力

的情况下得到更高的新建性能；若设置允许同时协商较少的 IKE SA，则可以避免产生大量不能完

成协商的 IKE SA，以便在设备处理能力较弱时保证一定的新建性能。 

若设置允许建立更多的 IKE SA，则可以使得设备在有充足内存的情况下得到更高的并发性能；若

设置允许建立较少的 IKE SA，则可以在设备没有充足内存的情况下，使得 IKE 不过多占用系统内

存。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对本端 IKE SA 数目的限制。 
ike limit { max-negotiating-sa negotiation-limit | max-sa sa-limit }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允许同时处于协商状态的 IKE SA 数目，也不限制允许建立的 IKE SA 的

最大数目。 

2.14  配置IKE告警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IKE 的告警功能后，IKE 会生成告警信息，用于向网管软件报告该模块的重要事件。生成的告

警信息将被发送到设备的 SNMP 模块，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告警信息

输出的相关属性。有关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如果希望生成并输出某种类型的 IKE 告警信息，则需要保证 IKE 的全局告警功能以及相应类型的告

警功能均处于开启状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IKE 的全局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ike global 

缺省情况下，IKE 的告警 Tra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开启 IKE 的指定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ike [ attr-not-support | auth-failure | 
cert-type-unsupport | cert-unavailable | decrypt-failure | 
encrypt-failure | invalid-cert-auth | invalid-cookie | invalid-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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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proposal | invalid-protocol | invalid-sign | no-sa-failure | 
proposal-add | proposal–delete | tunnel-start | tunnel-stop | 
unsupport-exch-type ] * 

缺省情况下，IKE 的所有告警功能均处于关闭状态。 

2.15  IKE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KE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删除 IKE SA。 

表2-1 IKE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所有IKE提议的配置信息 display ike proposal 

显示当前IKE SA的信息 
display ike sa [ verbose [ connection-id 
connection-id | remote-address [ ipv6 ] 
remote-address ] ] 

显示IKE的统计信息 display ike statistics 

清除IKE SA reset ike sa [ connection-id 
connection-id ] 

清除IKE的MIB统计信息 reset ike statistics 

 

2.16  IKE典型配置举例 

2.16.1  IKE主模式及预共享密钥认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建立一个 IPsec 隧道，对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的数据流进行安全

保护。 

•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采用 IKE 协商方式建立 IPsec SA。 

• 使用缺省的 IKE 提议。 

• 使用缺省的预共享密钥认证方法。 

2. 组网图 

图2-4 IKE 主模式及预共享密钥认证典型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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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请保证 Switch A 与 Switch B 之间路由可达。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interface1 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1.1.1.1 255.255.0.0 

[SwitchA-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 ACL 3101，定义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的数据流。 
[SwitchA] acl advanced 3101 

[SwitchA-acl-ipv4-adv-3101]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1.1.1.1 0 destination 2.2.2.2 0 

[SwitchA-acl-ipv4-adv-3101] quit 

# 配置安全提议 tran1。 
[SwitchA]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 配置安全协议对 IP 报文的封装形式为隧道模式。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unnel 

# 配置采用的安全协议为 ESP。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 配置 ESP 协议采用的加密算法为 AES-CBC-192，认证算法为 HMAC-SHA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92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 创建 IKE keychain，名称为 keychain1。 
[SwitchA] ike keychain keychain1 

# 配置与 IP 地址为 2.2.2.2 的对端使用的预共享密钥为明文 12345zxcvb!@#$%ZXCVB。 
[SwitchA-ike-keychain-keychain1] pre-shared-key address 2.2.2.2 255.255.0.0 key simple 
12345zxcvb!@#$%ZXCVB 

[SwitchA-ike-keychain-keychain1] quit 

# 创建 IKE profile，名称为 profile1。 
[SwitchA] ike profile profile1 

# 指定引用的 IKE keychain 为 keychain1。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keychain keychain1 

# 配置匹配对端身份的规则为 IP 地址 2.2.2.2/16。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match remote identity address 2.2.2.2 255.255.0.0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quit 

# 创建一条 IKE 协商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名称为 map1，顺序号为 10。 
[SwitchA] ipsec policy map1 10 isakmp 

# 配置 IPsec 隧道的对端 IP 地址为 2.2.2.2。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remote-address 2.2.2.2 

# 指定引用 ACL 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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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security acl 3101 

# 指定引用的安全提议为 tran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transform-set tran1 

# 指定引用的 IKE profile 为 profile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ike-profile profile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quit 

# 在 Vlan-interface1 上应用安全策略组。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sec apply policy map1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interface1 的 IP 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1 

[SwitchB-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2.2.2.2 255.255.0.0 

[SwitchB-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 ACL 3101，定义 Switch B 和 Switch A 之间的数据流。 
[SwitchB] acl number 3101 

[SwitchB-acl-adv-3101]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2.2.2.2 0 destination 1.1.1.1 0 

[SwitchB-acl-adv-3101] quit 

# 创建 IPsec 安全提议 tran1。 
[SwitchB]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 配置安全协议对 IP 报文的封装形式为隧道模式。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unnel 

# 配置采用的安全协议为 ESP。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 配置 ESP 协议采用的加密算法为 AES-CBC-192，认证算法为 HMAC-SHA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92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 创建 IKE keychain，名称为 keychain1。 
[SwitchB]ike keychain keychain1 

# 配置与 IP 地址为 1.1.1.1 的对端使用的预共享密钥为明文 12345zxcvb!@#$%ZXCVB。 
[SwitchB-ike-keychain-keychain1] pre-shared-key address 1.1.1.1 255.255.0.0 key simple 
12345zxcvb!@#$%ZXCVB 

[SwitchB-ike-keychain-keychain1] quit 

# 创建 IKE profile，名称为 profile1。 
[SwitchB] ike profile profile1 

# 指定引用的 IKE keychain 为 keychain1。 
[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keychain keychain1 

# 配置匹配对端身份的规则为 IP 地址 1.1.1.1/16。 
[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match remote identity address 1.1.1.1 255.255.0.0 

[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quit 

# 创建一条 IKE 协商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名称为 use1，顺序号为 10。 
[SwitchB] ipsec policy use1 10 isak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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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IPsec 隧道的对端 IP 地址为 1.1.1.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remote-address 1.1.1.1 

# 指定引用 ACL 310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security acl 3101 

# 指定引用的安全提议为 tran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transform-set tran1 

# 指定引用的 IKE profile 为 profile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ike-profile profile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quit 

# 在 Vlan-interface1 上应用安全策略组。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B-Vlan-interface1] ipsec apply policy use1 

4. 验证配置结果 

以上配置完成后，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如果有端到端的报文发送或接收，将触发 IKE 协商。 

2.16.2  采用IKE方式建立保护IPv4 报文的IPsec隧道 

1. 组网需求 

在 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建立一条 IPsec 隧道，对 Switch A 与 Switch B 之间的数据流进行安全

保护。具体要求如下： 

• 封装形式为隧道模式。 

• 安全协议采用 ESP 协议。 

• 加密算法采用 AES-CBC-192，认证算法采用 HMAC-SHA1。 

• IKE 协商方式建立 IPsec SA。 

2. 组网图 

图2-5 保护 IPv4 报文的 IPsec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interface1 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2.2.2.1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一个访问控制列表，定义由 Switch A 去 Switch B 的数据流。 
[SwitchA] acl advanced 3101 

[SwitchA-acl-ipv4-adv-3101]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2.2.2.1 0 destination 2.2.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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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acl-ipv4-adv-3101] quit 

# 创建 IPsec 安全提议 tran1。 
[SwitchA]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 配置安全协议对 IP 报文的封装形式为隧道模式。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unnel 

# 配置采用的安全协议为 ESP。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 配置 ESP 协议采用的加密算法为 AES-CBC-192，认证算法为 HMAC-SHA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92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A-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 创建并配置 IKE keychain，名称为 keychain1。 
[SwitchA] ike keychain keychain1 

# 配置与 IP 地址为 2.2.3.1 的对端使用的预共享密钥为明文 12345zxcvb!@#$%ZXCVB。 
[SwitchA-ike-keychain-keychain1] pre-shared-key address 2.2.3.1 255.255.255.0 key 
simple 12345zxcvb!@#$%ZXCVB 

[SwitchA-ike-keychain-keychain1] quit 

# 创建并配置 IKE profile，名称为 profile1。 
[SwitchA] ike profile profile1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keychain keychain1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match remote identity address 2.2.3.1 255.255.255.0 

[SwitchA-ike-profile-profile1] quit 

# 创建一条 IKE 协商方式的 IPsec 安全策略，名称为 map1，序列号为 10。 
[SwitchA] ipsec policy map1 10 isakmp 

# 指定引用 ACL 310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security acl 3101 

# 指定引用的安全提议为 tran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transform-set tran1 

# 指定 IPsec 隧道的本端 IP 地址为 2.2.2.1，对端 IP 地址为 2.2.3.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local-address 2.2.2.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remote-address 2.2.3.1 

# 指定引用的 IKE profile 为 profile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ike-profile profile1 

[SwitchA-ipsec-policy-isakmp-map1-10] quit 

# 在 Vlan-interface1 接口上应用安全策略组。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A-Vlan-interface1] ipsec apply policy map1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interface1 接口的 IP 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B-Vlan-interface1] ip address 2.2.3.1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一个访问控制列表，定义由 Switch B 去 Switch A 的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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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acl advanced 3101 

[SwitchB-acl-ipv4-adv-3101]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2.2.3.1 0 destination 2.2.2.1 0 

[SwitchB-acl-ipv4-adv-3101] quit 

# 创建 IPsec 安全提议 tran1。 
[SwitchB] ipsec transform-set tran1 

# 配置安全协议对 IP 报文的封装形式为隧道模式。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ncapsulation-mode tunnel 

# 配置采用的安全协议为 ESP。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protocol esp 

# 配置 ESP 协议采用的加密算法为 AES-CBC-192，认证算法为 HMAC-SHA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encryption-algorithm aes-cbc-192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esp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sha1 

[SwitchB-ipsec-transform-set-tran1] quit 

# 创建并配置 IKE keychain，名称为 keychain1。 
[SwitchB] ike keychain keychain1 

# 配置与 IP 地址为 2.2.2.1 的对端使用的预共享密钥为明文 12345zxcvb!@#$%ZXCVB。 
[SwitchB-ike-keychain-keychain1] pre-shared-key address 2.2.2.1 255.255.255.0 key 
simple 12345zxcvb!@#$%ZXCVB 

[SwitchB-ike-keychain-keychain1] quit 

# 创建并配置 IKE profile，名称为 profile1。 
[SwitchB] ike profile profile1 

[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keychain keychain1 

[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match remote identity address 2.2.2.1 255.255.255.0 

[SwitchB-ike-profile-profile1] quit 

# 创建一条 IKE 协商方式的安全策略，名称为 use1，序列号为 10。 
[SwitchB] ipsec policy use1 10 isakmp 

# 指定引用 ACL 310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security acl 3101 

# 指定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为 tran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transform-set tran1 

# 指定 IPsec 隧道的本端 IP 地址为 2.2.3.1，对端 IP 地址为 2.2.2.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local-address 2.2.3.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remote-address 2.2.2.1 

# 指定引用的 IKE 对等体为 profile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ike-profile profile1 

[SwitchB-ipsec-policy-isakmp-use1-10] quit 

# 在 Vlan-interface1 接口上应用安全策略组。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SwitchB-Vlan-interface1] ipsec apply policy use1 

4. 验证配置 

以上配置完成后，Switch A和 Switch B之间如果有端到端的报文发送或接收，将触发 IKE进行 IPsec 
SA 的协商。IKE 成功协商出 IPsec SA 后，Switch A 和 Switch B 之间数据流的传输将受到 IPsec SA
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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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常见错误配置举例 

2.17.1  提议不匹配导致IKE SA协商失败 

1. 故障现象 

(1) 通过如下命令查看当前的 IKE SA 信息，发现 IKE SA 的状态（Flags 字段）为 Unknown。 
<Sysname> display ike sa 

    Connection-ID   Remote                Flag         DOI 

------------------------------------------------------------------ 

    1               192.168.222.5         Unknown      IPsec 

Flags: 

RD--READY RL--REPLACED FD-FADING RK-REKEY 

(2) 打开 IKE 事件和报文调试信息开关后分别可以看到如下调试信息。 

IKE 事件调试信息： 
The attributes are unacceptable. 

IKE 报文调试信息： 
Construct notification packet: NO_PROPOSAL_CHOSEN. 

2. 故障分析 

IKE 提议配置错误。 

3. 处理过程 

(1) 排查 IKE 提议相关配置。具体包括：检查两端的 IKE 提议是否匹配，即 IKE 提议中的认证方

法、认证算法、加密算法是否匹配。 

(2) 修改 IKE 提议的配置，使本端 IKE 提议的配置和对端匹配。 

2.17.2  未正确引用IKE提议或IKE keychain导致IKE SA协商失败 

1. 故障现象 

(1) 通过如下命令查看当前的 IKE SA 信息，发现 IKE SA 的状态（Flags 字段）为 Unknown。 
<Sysname> display ike sa 

    Connection-ID   Remote                Flag         DOI 

------------------------------------------------------------------ 

    1               192.168.222.5         Unknown      IPsec 

Flags: 

RD--READY RL--REPLACED FD-FADING RK-REKEY 

(2) 打开 IKE 事件和报文调试信息开关后分别可以看到如下调试信息。 

IKE 事件调试信息： 
Notification PAYLOAD_MALFORMED is received. 

IKE 报文调试信息： 
Construct notification packet: PAYLOAD_MALFORMED. 

2. 故障分析 

故障原因可能为以下两点： 

(1) 匹配到的 IKE profile 中没有引用协商过程中匹配到的 IKE 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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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试信息看到： 
Failed to find proposal 1 in profile profile1. 

(2) 匹配到的 IKE profile 中没有引用协商过程中匹配到的 IKE keychain。 

通过调试信息看到： 
Failed to find keychain keychain1 in profile profile1. 

3. 处理过程 

(1) 检查匹配到的 IKE提议是否在 IKE profile下引用。以故障分析中的调试信息为例，IKE profile 
profile1 中需要引用 IKE proposal 1。 

(2) 检查匹配到的 IKE keychain 是否在 IKE profile 下引用。以故障分析中的调试信息为例，IKE 
profile profile1 中需要引用 IKE keychain keychain1。 

2.17.3  提议不匹配导致IPsec SA协商失败 

1. 故障现象 

(1) 通过 display ike sa命令查看当前的 IKE SA 信息，发现 IKE SA 协商成功，其状态（Flags
字段）为 RD。但通过 display ipsec sa 命令查看当前的 IPsec SA 时，发现没有协商出

相应的 IPsec SA。 

(2) 打开 IKE 调试信息开关可以看到以下调试信息： 
The attributes are unacceptable. 

或者： 
Construct notification packet: NO_PROPOSAL_CHOSEN. 

2. 故障分析 

IPsec 安全策略参数配置错误。 

3. 处理过程 

(1) 排查 IPsec 相关配置。具体包括：检查双方接口上应用的 IPsec 安全策略的参数是否匹配，即

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的协议、加密算法和认证算法是否匹配。 

(2) 修改 IPsec 安全策略配置，使本端 IPsec 安全策略的配置和对端匹配。 

2.17.4  身份信息无效导致IPsec SA协商失败 

1. 故障现象 

(1) 通过 display ike sa命令查看当前的 IKE SA 信息，发现 IKE SA 协商成功，其状态（Flags
字段）为 RD。但通过 display ipsec sa 命令查看当前的 IPsec SA 时，发现没有协商出

相应的 IPsec SA。 

(2) 打开 IKE 调试信息开关可以看到以下调试信息： 
Notification INVALID_ID_INFORMATION is received. 

或者： 
Failed to get IPsec policy when renegotiating IPsec SA. Delete IPsec SA. 

Construct notification packet: INVALID_ID_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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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分析 

响应方 IPsec 安全策略配置错误，导致在 IKE 第二阶段协商时找不到 IPsec 安全策略，原因可能为

如下几点： 

(1) 通过 display ike sa verbose 命令查看 IKE 一阶段协商中是否找到匹配的 IKE profile。
若没有找到 IKE profile，则会查找全局的 IKE参数，因此就要求这种情况下 IPsec安全策略中

不能引用任何 IKE profile，否则协商失败。 

通过如下显示信息可以看到，IKE SA 在协商过程中没有找到匹配的 IKE profile： 
<Sysname> display ike sa verbose 

   ----------------------------------------------- 

   Connection ID: 3 

   Outside VPN: 

   Inside VPN: 

   Profile: 

   Transmitting entity: Responder 

   ----------------------------------------------- 

   Local IP: 192.168.222.5 

   Local ID type: IPV4_ADDR 

   Local ID: 192.168.222.5 

 

   Remote IP: 192.168.222.71 

   Remote ID type: IPV4_ADDR 

   Remote ID: 192.168.222.71 

 

   Authentication-method: PRE-SHARED-KEY 

   Authentication-algorithm: MD5 

   Encryption-algorithm: 3DES-CBC 

 

   Life duration(sec): 86400 

   Remaining key duration(sec): 85847 

   Exchange-mode: Main 

   Diffie-Hellman group: Group 1 

   NAT traversal: Not detected 

但在 IPsec 策略中引用了 IKE profile profile1： 
[Sysname] display ipsec policy 

------------------------------------------- 

IPsec Policy: policy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 

 

  ----------------------------- 

  Sequence number: 1 

  Mode: ISAKMP 

  ----------------------------- 

  Description: 

  Security data flow: 3000 

  Selector mode: aggregation 

  Local address: 192.168.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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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ote address: 192.168.222.71 

  Transform set:  transform1 

  IKE profile: profile1 

  SA duration(time based): 

  SA duration(traffic based): 

  SA idle time: 

(2) 查看 IPsec 安全策略中引用的 ACL 配置是否正确。 

例如，如发起方 ACL 流范围为网段到网段： 
[Sysname] display acl 3000 

Advanced IPv4 ACL 3000, 1 rule, 

ACL's step is 5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192.168.222.0 0.0.0.255 destination 192.168.222.0 0.0.0.255 

响应方 ACL 流范围为主机到主机： 
[Sysname] display acl 3000 

Advanced IPv4 ACL 3000, 1 rule, 

ACL's step is 5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192.168.222.71 0 destination 192.168.222.5 0 

以上配置中，响应方 ACL 规则定义的流范围小于发起方 ACL 规则定义的流范围，这会导致

IPsec SA 协商失败。 

(3) IPsec 安全策略配置不完整。具体包括：没有配置对端地址、没有配置 IPsec 提议、IPsec 提

议配置不完整。 

例如，如下 IPsec 安全策略中没有配置隧道的对端 IP 地址，因此 IPsec 安全策略是不完整

的： 
[Sysname] display ipsec policy 

------------------------------------------- 

IPsec Policy: policy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 

 

  ----------------------------- 

  Sequence number: 1 

  Mode: ISAKMP 

  ----------------------------- 

  Security data flow: 3000 

  Selector mode: aggregation 

  Local address: 192.168.222.5 

  Remote address: 

  Transform set:  transform1 

  IKE profile: profile1 

  SA duration(time based): 

  SA duration(traffic based): 

  SA idle time: 

3. 处理过程 

(1) 若在 IKE 第一阶段协商过程中没有找到 IKE profile，建议在响应方 IPsec 安全策略中去掉对

IKE profile 的引用或者调整 IKE profile 的配置使之能够与发起端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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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响应方 ACL 规则定义的流范围小于发起方 ACL 规则定义的流范围，建议修改响应方 ACL
的流范围大于或等于发起方 ACL 的流范围。以故障分析（2）中的配置为例，可以将响应方

ACL 流范围修改为： 
[Sysname] display acl 3000 

Advanced IPv4 ACL 3000, 2 rules, 

ACL's step is 5 

 rule 0 permit ip source 192.168.222.0 0.0.0.255 destination 192.168.222.0 0.0.0.255 

(3) 将 IPsec 安全策略配置完整。以故障分析中的（3）中的配置为例，需要在 IPsec 安全策略中

配置隧道的对端 IP 地址。 

3 IKEv2 
3.1  IKEv2简介 

IKEv2（Internet Key Exchange Version 2，互联网密钥交换协议第 2 版）是第 1 版本的 IKE 协议（本

文简称 IKEv1）的增强版本。IKEv2 与 IKEv1 相同，具有一套自保护机制，可以在不安全的网络上

安全地进行身份认证、密钥分发、建立 IPsec SA。相对于 IKEv1，IKEv2 具有抗攻击能力和密钥交

换能力更强以及报文交互数量较少等特点。 

3.1.1  IKEv2 的协商过程 

要建立一对 IPsec SA，IKEv1 需要经历两个阶段，至少需要交换 6 条消息。在正常情况下，IKEv2
只需要进行两次交互，使用 4 条消息就可以完成一个 IKEv2 SA 和一对 IPsec SA 的协商建立，如果

要求建立的 IPsec SA 的数目大于一对，则每增加一对 IPsec SA 只需要额外增加一次交互，也就是

两条消息就可以完成，这相比于 IKEv1 简化了设备的处理过程，提高了协商效率。 

IKEv2 定义了三种交互：初始交换、创建子 SA 交换以及通知交换。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IKEv2 协商过程中的初始交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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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IKEv2 的初始交换过程 

 

 

如 图 3-1 所示，IKEv2 的初始交换过程中包含两个交换：IKE_SA_INIT交换（两条消息）和IKE_AUTH
交换（两条消息）。 

• IKE_SA_INIT 交换：完成 IKEv2 SA 参数的协商以及密钥交换； 

• IKE_AUTH 交换：完成通信对等体的身份认证以及 IPsec SA 的创建。 

这两个交换过程顺序完成后，可以建立一个 IKEv2 SA 和一对 IPsec SA。 

创建子 SA 交换：当一个 IKE SA 需要创建多个 IPsec SA 时，使用创建子 SA 交换来协商多于一个

的 SA，另外还可用于进行 IKE SA 的重协商功能。 

通知交换：用于传递控制信息，例如错误信息或通告信息。 

3.1.2  IKEv2 引入的新特性 

1. IKEv2 支持DH猜想 

在 IKE_SA_INIT 交换阶段，发起方采用“猜”的办法，猜一个响应方最可能使用的 DH 组携带在第

一条消息中发送。响应方根据发起方“猜”的 DH 组来响应发起方。如果发起方猜测成功，则这样

通过两条消息就可以完成 IKE_SA_INIT 交换。如果发起方猜测错误，则响应方会回应一个

INVALID_KE_PAYLOAD 消息，并在该消息中指明将要使用的 DH 组。之后，发起方采用响应方指

定的 DH 组重新发起协商。这种 DH 猜想机制，使得发起方的 DH 组配置更为灵活，可适应不同的

响应方。 

2. IKEv2 支持cookie-challenge机制 

在 IKE_SA_INIT 交换中消息是明文传输的，响应方接收到第一个消息后无法确认该消息是否来自一

个仿冒的地址。如果此时一个网络攻击者伪造大量地址向响应方发送 IKE_SA_INIT 请求，根据

IKEv1 协议，响应方需要维护这些半开的 IKE 会话信息，从而耗费大量响应方的系统资源，造成对

响应方的 DoS 攻击。 

发起方策略和密钥信息

Peer 1 Peer 2

接收方确认的策略和

密钥生成信息

发起方的身份、验证数据

和IPsec提议

响应方的身份、验证数据

和IPsec提议

 
验证对方身份并

协商出IPsec SA

 
确认对方使用的

算法并产生密钥

 身份验证、交换过程验证

并协商出IPsec SA

 查找匹配的策略

并生成密钥

接受对端确认策

略并生成密钥

 

 发送本地IKE策略

和密钥生成信息

身份验证、交换过程验

证并协商出IPsec SA
 

 
ID交换验
证及生成
IPsec SA

 
SA交换和

密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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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v2 使用 cookie-challenge 机制来解决这类 DoS 攻击问题。当响应方发现存在的半开 IKE SA 超

过指定的数目时，就启用 cookie-challenge机制。响应方收到 IKE_SA_INIT请求后，构造一个Cookie
通知载荷并响应发起方，若发起方能够正确携带收到的 Cookie 通知载荷向响应方重新发起

IKE_SA_INIT 请求，则可以继续后续的协商过程。 

半开状态的 IKEv2 SA 是指那些正在协商过程中的 IKEv2 SA。若半开状态的 IKEv2 SA 数目减少到

阈值以下，则 cookie-challenge 功能将会停止工作 

3. IKEv2 SA重协商 

为了保证安全，IKE SA 和 IPsec SA 都有一个生命周期，超过生命周期的 SA 需要重新协商，即 SA 
的重协商。与 IKEv1 不同的是，IKEv2 SA 的生命周期不需要协商，由各自的配置决定，重协商总

是由生命周期较小的一方发起，可尽量避免两端同时发起重协商造成冗余 SA 的生成，导致两端 SA
状态不一致。 

4. IKEv2 报文确认重传机制 

与 IKEv1 不同，IKEv2 中所有消息都是以“请求–响应”对的形式出现，IKEv2 通过消息头中的一

个 Message ID 字段来标识一个“请求–响应”对。发起方发送的每一条消息都需要响应方给予确认，

例如建立一个 IKE SA 一般需要两个“请求-响应”对。如果发起方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接收到确认报

文，则需要对该请求消息进行重传。IKEv2 消息的重传只能由发起方发起，且重传消息的 Message 
ID 必须与原始消息的 Message ID 一致。 

3.1.3  协议规范 

与 IKEv2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2408：Internet Security Association and Key Management Protocol (ISAKMP) 

• RFC 4306：Internet Key Exchange (IKEv2) Protocol 

• RFC 4718：IKEv2 Clarifica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 RFC 2412：The OAKLEY Key Determination Protocol 

• RFC 5996：Internet Key Exchange Protocol Version 2 (IKEv2) 

3.2  IKEv2配置任务简介 

IKEv2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IKEv2 profile 

a. 创建IKEv2 profile 

b. 指定IKEv2 协商时本端和对端采用的身份认证方式 

c. 配置Keychain或者PKI域 

d. 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e. 配置匹配对端身份的规则 

f. 配置IKEv2 profile可选功能 

(2) 配置IKEv2 安全策略 

(3) 配置IKEv2 安全提议 

若 IKEv2 安全策略中指定了 IKEv2 提议，则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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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IKEv2 keychain 

只要其中一端配置的认证方式为预共享密钥方式，则必选。 

如果两端配置的认证方式都是 RSA 数字签名方式，则不需要配置。 

(5) （可选）配置IKEv2 cookie-challenge功能 

该功能仅对于响应方有意义。 

(6) （可选）配置全局IKEv2 DPD探测功能 

(7) （可选）配置IKEv2 NAT Keepalive功能 

3.3  IKEv2配置准备 

为了配置过程顺利进行，在 IKEv2 配置之前，用户需要确定以下几个因素： 

• 确定 IKEv2 初始交换过程中使用的算法的强度，即确定对初始交换进行安全保护的强度（包

括加密算法、完整性校验算法、PRF 算法和 DH 组算法）。不同的算法的强度不同，算法强度

越高，受保护数据越难被破解，但消耗的计算资源越多。一般来说，密钥越长的算法强度越

高。 

• 确定本地认证方法以及对端的认证方法。若使用预共享密钥方式，则要确定通信双方预先约

定的预共享密钥；若使用 RSA 数字签名方式，则要确定本端所使用的 PKI 域。关于 PKI 的配

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PKI”。 

3.4  配置IKEv2 profile 

3.4.1  创建IKEv2 profile 

1. 功能简介 

创建一个 IKEv2 profile，并进入 IKEv2 Profile 视图。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一个 IKEv2 profile，并进入 IKEv2 Profile 视图。 
ikev2 profile profile-name 

3.4.2  指定IKEv2 协商时本端和对端采用的身份认证方式 

1. 配置限制与指导 

IKEv2 协商时本端和对端采用的身份认证方式。只能指定一个本端身份认证方式，可以指定多个对

端身份认证方式。本端和对端可以采用不同的身份认证方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KEv2 Profile 视图。 
ikev2 profile pro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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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 IKEv2 本端和对端的身份认证方式。 
authentication-method { local | remote } { dsa-signature | 
ecdsa-signature | pre-share | rsa-signatur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本端和对端认证方式。 

3.4.3  配置Keychain或者PKI域 

1. 配置限制与指导 

根据 IKEv2 profile 中配置的认证方法，配置 IKEv2 keychain 或 PKI 域。 

• 如果任意一方指定的身份认证方式为数字签名（dsa-signature、rsa-signature 或者

ecdsa-signature），则需要配置 PKI 域。 

• 如果任意一方指定的身份认证方式为预共享密钥（pre-share），则需要配置 IKEv2 
keychain。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KEv2 Profile 视图。 
ikev2 profile profile-name 

(3) 根据 IKEv2 profile 中配置的认证方法，配置 IKEv2 keychain 或 PKI 域 

 配置采用预共享密钥认证时使用的 Keychain 
keychain keychain-name 

 配置采用数字签名认证时使用的 PKI 域。 

certificate domain domain-name [ sign | verify ] 

根据 authentication-method 命令使用的认证方法选择其中一个配置。 

3.4.4  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1. 配置限制与指导 

• 如果本端的认证方式为数字签名，则可以配置任何类型的身份信息。若配置的本端身份为 IP
地址，但这个 IP 地址与本地证书中的 IP 地址不同，设备将使用 FQDN 类型的本端身份，该

身份的内容为设备的名称（可通过 sysname 命令配置）。 

• 如果本端的认证方式为预共享密钥，则只能配置除 DN 之外的其它类型的身份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KEv2 Profile 视图。 
ikev2 profile profile-name 

(3) 配置本端身份信息。 

identity local { address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dn | email 
email-string | fqdn fqdn-name | key-id key-id-string } 



 3-30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本端身份信息。此时使用 IP 地址标识本端的身份，该 IP 地址为 IPsec 安

全策略应用的接口的 IP 地址。 

3.4.5  配置匹配对端身份的规则 

1. 功能简介 

IKEv2 对等体需要根据对端的身份信息查找一个本端的 IKEv2 profile，然后使用此 IKEv2 profile 中

的信息验证对端身份。对端身份信息若能满足本地某个 IKEv2 profile 中指定的匹配规则，则该 IKEv2 
profile为查找的结果。匹配 IKEv2 profile的顺序取决于 IKEv2 profile的优先级，优先级高的先匹配。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KEv2 Profile 视图。 
ikev2 profile profile-name 

(3) 配置匹配对端身份的规则。 
match remote { certificate policy-name | identity { address 
{ { ipv4-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range low-ipv4-address 
high-ipv4-address } | ipv6 { ipv6-address [ prefix-length ] | range 
low-ipv6-address high-ipv6-address } } | fqdn fqdn-name | email 
email-string | key-id key-id-string } } 

协商双方都必须配置至少一个 match remote规则，当对端的身份与 IKEv2 profile 中配置的

match remote 规则匹配时，则使用此 IKEv2 profile 中的信息与对端完成认证。 

3.4.6  配置IKEv2 profile可选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IKEv2 Profile 视图。 
ikev2 profile profile-name 

(3) 配置 IKEv2 profile 的可选功能。 

 配置 IKEv2 DPD 探测功能。 
dpd interval interval [ retry seconds ] { on-demand | periodic } 

缺省情况下，IKEv2 profile 视图下没有配置 DPD 探测功能，采用系统视图下的 DPD 配置。

若两者没有配置，则不进行 DPD 探测。 

 配置 IKEv2 profile 的使用范围。 
match local address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限制 IKEv2 profile 的使用范围。 

限制 IKEv2 profile 只能在指定的地址或指定接口的地址下使用（这里的地址指的是 IPsec
策略下配置的本端地址，若本端地址没有配置，则为引用 IPsec 策略的接口下地址）。 

 配置 IKEv2 profile 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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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IKEv2 profile 的优先级为 100。 

优先级仅用于响应方在查找 IKEv2 profile 时调整 IKEv2 profile 的匹配顺序。 

 配置 IKEv2 SA 生命周期。 
sa duration seconds 

缺省情况下，IKEv2 SA 的生命周期为 86400 秒。 

本端和对端的 IKEv2 SA 生命周期可以不一致，也不需要进行协商，由生命周期较短的一

方在本端 IKEv2 SA 生命周期到达之后发起重协商。 

 配置发送 NAT keepalive 的时间间隔。 
nat-keepalive seconds 

缺省条件下，使用全局的 IKEv2 NAT keepalive 配置。 

在 IKEv2 peer 之间存在 NAT 网关的情况下，设备通过定期向对端发送 NAT keepalive 报
文，防止已有的 NAT 会话表项因长时间无流量匹配而被老化。 

 开启指定的配置交换功能。 
config-exchange { request | set { accept | send } } 

缺省条件下，所有的配置交换功能均处于关闭状态。 

该功能用于分支和总部虚拟隧道 IP 地址的请求和分配。 

参数 说明 

request 用于分支侧向中心侧安全网关提交IP地址分配请求 

set accept 用于分支侧接受中心侧主动推送的IP地址 

set send 用于中心侧主动推送IP地址给分支侧 

 

3.5  配置IKEv2安全策略 

1. IKEv2 安全策略及匹配机制简介 

在进行 IKE_SA_INIT 协商时，系统需要查找到一个与本端相匹配的 IKEv2 安全策略，并使用其中

引用的安全提议进行安全参数的协商，匹配的依据为本端安全网关的 IP 地址。 

• 若系统中配置了 IKEv2安全策略，则根据本端安全网关的 IP 地址与所有已配置的 IKEv2安全

策略进行逐一匹配，如果未找到匹配的 IKEv2 安全策略或找到的安全策略中引用的安全提议

配置不完整，则 IKE_SA_INIT 协商将会失败。 

• 若系统中未配置任何 IKEv2 安全策略，则直接采用缺省的 IKEv2 安全策略 default。 

• 系统中存在多个 IKEv2 安全策略的情况下，系统根据安全策略的优先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

匹配。如果通过 match local address 命令指定了匹配 IKEv2 安全策略的本端地址，则

优先匹配指定了本端地址匹配条件的策略，其次匹配未指定本端地址匹配条件的策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3-32 

(2) 创建 IKEv2 安全策略，并进入 IKEv2 安全策略视图。 
ikev2 policy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存在一个名称为 default 的缺省 IKEv2 安全策略。 

(3) 指定匹配 IKEv2 安全策略的本端地址。 
match local address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用于匹配 IKEv2 安全策略的本端地址，表示本策略可匹配所有本端地

址。 

(4) 指定 IKEv2 安全策略引用的 IKEv2 安全提议。 
proposal proposal-name 

缺省情况下，IKEv2 安全策略未引用 IKEv2 安全提议。 

(5) 指定 IKEv2 安全策略的优先级。 
priorit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IKEv2 安全策略的优先级为 100。 

3.6  配置IKEv2安全提议 

1. 功能简介 

IKEv2 安全提议用于保存 IKE_SA_INIT 交换中使用的安全参数，包括加密算法、完整性验证算法、

PRF 算法和 DH 组，其中每类安全参数均可以配置多个，其优先级按照配置顺序依次降低。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一个完整的 IKEv2 安全提议中至少应该包含一组安全参数，即一个加密算法、一个完整性验

证算法、一个 PRF 算法和一个 DH 组。 

• 若同时指定了多个 IKEv2 安全提议，则它们的优先级按照配置顺序依次降低。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KEv2 安全提议，并进入 IKEv2 提议视图。 
ikev2 proposal proposal-name 

缺省条件下，存在一个名称为 default 的缺省 IKEv2 安全提议。 

非 FIPS 模式下，该提议中定义的加密算法为 aes-cbc-128 和 3des，完整性校验算法为

sha1 和 md5，PRF 算法为 sha1 和 md5，DH 组为 group5 和 group2。 

FIPS模式下，该提议中定义的加密算法为aes-cbc-128和aes-ctr-128，完整性校验算法

为 sha1 和 sha256，PRF 算法为 sha1 和 sha256，DH 组为 group14 和 group19。 

(3) 指定 IKEv2 安全提议使用的加密算法。 

（非 FIPS 模式） 
encryption { 3des-cbc | aes-cbc-128 | aes-cbc-192 | aes-cbc-256 | 
aes-ctr-128 | aes-ctr-192 | aes-ctr-256 | camellia-cbc-128 | 
camellia-cbc-192 | camellia-cbc-256 | des-cb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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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PS 模式） 
encryption { aes-cbc-128 | aes-cbc-192 | aes-cbc-256 | aes-ctr-128 | 
aes-ctr-192 | aes-ctr-256  } * 

缺省情况下，IKEv2 安全提议未定义加密算法。 

(4) 指定 IKEv2 安全提议使用的完整性校验算法。 

（非 FIPS 模式） 
integrity { aes-xcbc-mac | md5 | sha1 | sha256 | sha384 | sha512 } * 

（FIPS 模式） 
integrity { sha1 | sha256 | sha384 | sha512 } * 

缺省情况下，IKEv2 安全提议未定义完整性校验算法。 

(5) 指定 IKEv2 安全提议使用的 DH 组。 

（非 FIPS 模式） 
dh { group1 | group14 | group2 | group24 | group5 | group19 | group20 } * 

（FIPS 模式） 
dh { group14 | group19 | group20 } * 

缺省情况下，IKEv2 安全提议未定义 DH 组。 

(6) 指定 IKEv2 安全提议使用的 PRF 算法。 

（非 FIPS 模式） 
prf { aes-xcbc-mac | md5 | sha1 | sha256 | sha384 | sha512 } * 

（FIPS 模式） 
prf { sha1 | sha256 | sha384 | sha512 } * 

缺省情况下，IKEv2 安全提议使用配置的完整性校验算法作为 PRF 算法。 

3.7  配置IKEv2 keychain 

1. 功能简介 

IKEv2 keychain 用来指定与对端进行 IKEv2 协商时使用的共享密钥信息。一个 IKEv2 keychain 下

可以指定多个 IKEv2 peer，每个 IKEv2 peer 中包含了一个对称预共享密钥或一个非对称预共享密

钥对，以及用于查找该 IKEv2 peer 的匹配参数（对等体的主机名称、IP 地址或地址范围、身份信

息）。其中，IKEv2 协商的发起方使用对端的主机名称、IP 地址或地址范围查找 IKEv2 peer，响应

方使用对端的 IP 地址、地址范围或身份信息查找 IKEv2 peer。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KEv2 keychain，并进入 IKEv2 keychain 视图。 
ikev2 keychain keychain-name 

(3) 创建 IKEv2 peer，并进入 IKEv2 peer 视图。 
peer name 

(4) 指定 IKEv2 peer 的主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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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name 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KEv2 peer 的主机名称。 

(5) 指定 IKEv2 peer 的主机地址。 
address { ipv4-address [ mask | mask-length ] | ipv6 ipv6-address 
[ prefix-length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IKEv2 peer 的主机地址。 

不同的 IKEv2 peer 中不能指定相同的主机地址。 

(6) 指定 IKEv2 peer 的身份信息。 
identity { address { ipv4-address | ipv6 { ipv6-address } } | fqdn 
fqdn-name | email email-string | key-id key-id-string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IKEv2 peer 的身份信息。 

(7) 配置 IKEv2 peer 的预共享密钥。 
pre-shared-key [ local | remote ] { ciphertext | plaintext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KEv2 peer 的预共享密钥。 

3.8  配置IKEv2全局参数 

3.8.1  配置IKEv2 cookie-challenge功能 

1. 功能简介 

IKEv2 cookie-challenge 功能用来防止攻击者通过源 IP 仿冒对响应方造成 DoS 攻击。 

开启 IKEv2 cookie-challenge 功能的同时需要指定启用 cookie-challenge 功能的阈值，当响应方本

地存在的半开状态的 IKEv2 SA 数目达到指定的阈值时，则 cookie-challenge 功能开始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IKEv2 cookie-challenge 功能。 
ikev2 cookie-challenge number 

缺省情况下，IKEv2 cookie-challenge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8.2  配置全局IKEv2 DPD探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IKEv2 DPD 探测功能用来探测对端是否存活，包括以下两种模式： 

• 按需探测模式（on-demand）：根据流量来探测对端是否存活。在本端发送用户报文时，如果

发现自最后一次收到对端报文之后，在指定的触发 IKEv2 DPD 的时间间隔内一直未收到对端

报文，则发送 DPD 报文探测对端是否存活。 

• 定时探测模式（periodic）：按照配置的触发 IKEv2 DPD 的时间间隔定时发送 DPD 报文，

探测对端是否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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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系统视图下和 IKEv2 profile 视图下都配置 DPD 探测功能时，IKEv2 profile 视图下的 DPD 配置覆

盖系统视图下的全局 DPD 配置。若 IKEv2 profile 视图下没有配置 DPD 探测功能，则应用全局 DPD
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KEv2 DPD 探测功能。 
ikev2 dpd interval interval [ retry seconds ] { on-demand | periodic } 

缺省情况下，全局 IKEv2 DPD 探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8.3  配置IKEv2 NAT Keepalive功能 

1. 功能简介 

IKEv2 NAT Keepalive 功能仅对位于 NAT 之后的设备（即该设备位于 NAT 设备连接的私网侧）有

意义。NAT 之后的 IKEv2 网关设备需要定时向 NAT 之外的 IKEv2 网关设备发送 NAT Keepalive 报

文，以确保 NAT 设备上相应于该流量的会话存活，从而让 NAT 之外的设备可以访问 NAT 之后的设

备。因此，配置的发送 NAT Keepalive 报文的时间间隔需要小于 NAT 设备上会话表项的存活时间。

本功能必须在探测到 NAT 之后才能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向对端发送 NAT Keepalive 报文的时间间隔。 
ikev2 nat-keepaliv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探测到 NAT 后发送 NAT Keepalive 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10 秒。 

3.9  IKEv2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KEv2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删除 IKEv2 SA。 

表3-1 IKEv2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KEv2安全策略的配置信息 display ikev2 policy [ policy-name | default ] 

显示IKEv2 profile的配置信息 display ikev2 profile [ profile-name ] 

显示IKEv2安全提议的配置信息 display ikev2 proposal [ name | default ] 

显示当前IKEv2 SA的信息 
display ikev2 sa [ count | [ { local | remote }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 verbose 
[ tunnel tunnel-id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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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IKEv2统计信息 display ikev2 statistics 

清除IKEv2 SA及其协商生成的Child SA reset ikev2 sa [ [ { local | remote }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 tunnel tunnel-id ] [ fast ]

清除IKEv2统计信息 reset ikev2 statistics 

 

3.10  常见错误配置举例 

3.10.1  IKEv2 提议不匹配导致IKEv2 SA协商失败 

1. 故障现象 

通过如下命令查看当前的 IKEv2 SA 信息，发现 IKEv2 SA 的状态（Status 字段）为 IN-NEGO。 
<Sysname> display ikev2 sa 

Tunnel ID   Local                       Remote                      Status 

  --------------------------------------------------------------------------- 

  5           123.234.234.124/500         123.234.234.123/500         IN-NEGO 

Status: 

IN-NEGO: Negotiating, EST: Established, DEL:Deleting 

2. 故障分析 

IKEv2 提议配置错误。 

3. 处理过程 

(1) 排查 IKEv2 相关配置。具体包括：检查两端的 IKEv2 提议是否匹配，即 IKEv2 提议中的认证

方法、认证算法、加密算法、PRF 算法是否匹配。 

(2) 修改 IKEv2 提议的配置，使本端 IKEv2 提议的配置和对端匹配。 

3.10.2  IPsec提议不匹配导致IPsec SA协商失败 

1. 故障现象 

通过 display ikev2 sa命令查看当前的 IKEv2 SA信息，发现 IKEv2 SA协商成功，其状态（Status
字段）为 EST。但通过 display ipsec sa 命令查看当前的 IPsec SA 时，发现没有协商出相应

的 IPsec SA。 

2. 故障分析 

IPsec 安全策略参数配置错误。 

3. 处理过程 

(1) 排查 IPsec 相关配置。具体包括：检查双方接口上应用的 IPsec 安全策略的参数是否匹配，即

引用的 IPsec 安全提议的协议、加密算法和认证算法是否匹配。 

(2) 修改 IPsec 策略配置，使本端 IPsec 安全策略的配置和对端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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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无法建立安全隧道 

1. 故障现象 

双方的 ACL 配置正确，也有相匹配的 IKEv2 安全提议，但安全隧道无法建立或者存在安全隧道却

无法通信。 

2. 故障分析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网络状态不稳定，安全隧道建立好以后，有一方的设备重启造成了两端的 IKEv2 
SA 或者 IPsec SA 不对称。 

3. 处理过程 

使用 display ikev2 sa 命令检查双方是否都已建立 IKEv2 SA。如果有一端存在的 IKEv2 SA 在

另一端上不存在，请先使用 reset ikev2 sa 命令清除双方不对称存在的 IKEv2 SA，并重新发

起协商；如果两端存在对称的 IKEv2 SA，则使用 display ipsec sa 命令查看接口上的安全策略

是否已建立了对称的 IPsec SA。如果一端存在的 IPsec SA在另一端上不存在，请使用reset ipsec 

sa 命令清除双方不对称存在的 IPsec SA，并重新发起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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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SH 
1.1  SSH简介 

SSH 是 Secure Shell（安全外壳）的简称，是一种在不安全的网络环境中，通过加密机制和认证机

制，实现安全的远程访问以及文件传输等业务的网络安全协议。 

SSH 协议采用了典型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式，并基于 TCP 协议协商建立用于保护数据传输的会话通

道。SSH 协议有两个版本，SSH1.x 和 SSH2.0（本文简称 SSH1 和 SSH2），两者互不兼容。SSH2
在性能和安全性方面比 SSH1 有所提高。 

1.1.1  设备支持的SSH应用 

设备既可以支持 SSH 服务器功能，接受多个 SSH 客户端的连接，也可以支持 SSH 客户端功能，

允许用户通过设备与远程 SSH 服务器建立 SSH 连接。 

目前，设备支持以下几种 SSH 应用。 

• Secure Telnet：简称 Stelnet，可提供安全可靠的网络终端访问服务，使得用户可以安全登录

到远程设备，且能保护远程设备不受诸如 IP 地址欺诈、明文密码截取等攻击。设备可支持

Stelnet 服务器、Stelnet 客户端功能。 

• Secure FTP：简称 SFTP，基于 SSH2，可提供安全可靠的网络文件传输服务，使得用户可

以安全登录到远程设备上进行文件管理操作，且能保证文件传输的安全性。设备可支持 SFTP
服务器、SFTP 客户端功能。 

• Secure Copy：简称 SCP，基于 SSH2，可提供安全的文件复制功能。设备可支持 SCP 服务

器、SCP 客户端功能。 

• NETCONF over SSH：基于 SSH2，提供通过 SSH 连接给设备下发 NETCONF 指令的功能，

使得用户可以安全登录到远程设备并直接进入到设备的 NETCONF 系统中进行配置和管理操

作。设备仅支持作为 NETCONF over SSH 连接的服务器端。关于 NETCONF 系统的详细介

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NETCONF”。 

目前，设备作为 Stelnet 服务器、SFTP 服务器、SCP 服务器时，非 FIPS 模式下支持 SSH2 和 SSH1
两个版本，FIPS 模式下只支持 SSH2 版本；设备作为 SSH 客户端时，只支持 SSH2 版本；设备作

为 NETCONF over SSH 服务器端时，只支持 SSH2 版本。 

1.1.2  SSH工作过程 

本小节以SSH2 为例介绍SSH工作的过程，具体分为 表 1-1 所述的几个阶段。 

表1-1 SSH 工作过程 

阶段 说明 

连接建立 SSH服务器在22号端口侦听客户端的连接请求，在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起连接请求后，

双方建立一个TCP连接 

版本协商 双方通过版本协商确定最终使用的SSH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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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说明 

算法协商 
SSH支持多种算法，双方根据本端和对端支持的算法，协商出最终用于产生会话密钥的

密钥交换算法、用于数据信息加密的加密算法、用于进行数字签名和认证的公钥算法，

以及用于数据完整性保护的HMAC算法 

密钥交换 双方通过DH（Diffie-Hellman Exchange）交换，动态地生成用于保护数据传输的会话

密钥和用来标识该SSH连接的会话ID，并完成客户端对服务器端的身份认证 

用户认证 SSH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起认证请求，服务器端对客户端进行认证 

会话请求 认证通过后，SSH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会话请求，请求服务器提供某种类型的服务（目

前支持Stelnet、SFTP、SCP、NETCONF），即请求与服务器建立相应的会话 

会话交互 

会话建立后，SSH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在该会话上进行数据信息的交互 

该阶段，用户在客户端可以通过粘贴文本内容的方式执行命令，但文本会话不能超过

2000字节，且粘贴的命令最好是同一视图下的命令，否则服务器可能无法正确执行该命

令。如果粘贴的文本会话超过2000字节，可以采用将配置文件通过SFTP方式上传到服

务器，利用新的配置文件重新启动的方式执行这些命令 

 

1.1.3  SSH认证方式 

设备作为 SSH 服务器可提供以下四种对客户端的认证方式。 

1. password认证 

利用 AAA（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Accounting，认证、授权和计费）对客户端身份进行认

证。客户端向服务器发出 password 认证请求，将用户名和密码加密后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将认

证请求解密后得到用户名和密码的明文，通过本地认证或远程认证验证用户名和密码的合法性，并

返回认证成功或失败的消息。 

客户端进行 password 认证时，如果远程认证服务器要求用户进行二次密码认证，则会在发送给服

务器端的认证回应消息中携带一个提示信息，该提示信息被服务器端透传给客户端，由客户端输出

并要求用户再次输入一个指定类型的密码，当用户提交正确的密码并成功通过认证服务器的验证后，

服务器端才会返回认证成功的消息。 

SSH1 版本的 SSH 客户端不支持 AAA 服务器发起的二次密码认证。 

关于 AAA 相关内容的介绍，请参考“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2. publickey认证 

采用数字签名的方式来认证客户端。目前，设备上可以利用 DSA、ECDSA、RSA 三种公钥算法实

现数字签名。客户端发送包含用户名、公钥和公钥算法或者携带公钥信息的数字证书的 publickey
认证请求给服务器端。服务器对公钥进行合法性检查，如果合法，则发送消息请求客户端的数字签

名；如果不合法，则直接发送失败消息；服务器收到客户端的数字签名之后，使用客户端的公钥对

其进行解密，并根据计算结果返回认证成功或失败的消息。 

关于公钥相关内容的介绍，请参考“安全配置指导”中的“公钥管理”。 

3. password-publickey认证 

对于 SSH2 版本的客户端，要求同时进行 password 和 publickey 两种方式的认证，且只有两种认

证均通过的情况下，才认为客户端身份认证通过；对于 SSH1 版本的客户端，只要通过其中任意一

种认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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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ny认证 

不指定客户端的认证方式，客户端可采用 password 认证或 publickey 认证，且只要通过其中任何一

种认证即可。 

1.1.4  SSH支持Suite B 

Suite B 算法集是一种通用的加密和认证算法集，可满足高级别的安全标准要求。RFC6239（Suite 
B Cryptographic Suites for Secure Shell (SSH)）中定义了 SSH 支持 SuiteB 的相关规范，以及 SSH
服务器和 SSH 客户端在身份认证时的算法要求、协商过程以及认证过程。SSH 服务器和 SSH 客户

端可基于 X.509v3 证书进行身份认证。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的相关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

描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配置SSH服务器 

1.3.1  SSH服务器配置任务简介 

SSH 服务器端配置任务如下： 

(1) 生成本地密钥对 

(2) （可选）配置SSH服务端口号 

(3) 开启 SSH 服务器 

 开启Stelnet服务器功能 

 开启SFTP服务器功能 

 开启SCP服务器功能 

 开启NETCONF over SSH服务器功能 

(4) 配置SSH客户端登录时使用的用户线 

仅对 Stelnet 服务器和 NETCONF over SSH 服务器必选。 

(5) 配置客户端的公钥 

采用 publickey、password-publickey 或 any 认证方式时必选。 

(6) 配置SSH用户 

 采用 publickey、password-publickey 或 any 认证方式时必选。 

 采用 password 认证方式时可选。 

(7) （可选）配置SSH管理功能 

用户可通过配置认证参数、连接数控制等，提高 SSH 连接的安全性。 

(8) （可选）配置SSH服务器所属的PKI域 

(9) （可选）释放已建立的SSH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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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生成本地密钥对 

1. 功能简介 

服务器端的 DSA、ECDSA 或 RSA 密钥对有两个用途，其一是用于在密钥交换阶段生成会话密钥

和会话 ID，另外一个是客户端用它来对连接的服务器进行认证。客户端验证服务器身份时，首先判

断服务器发送的公钥与本地保存的服务器公钥是否一致，确认服务器公钥正确后，再使用该公钥对

服务器发送的数字签名进行验证。 

虽然一个客户端只会采用 DSA、ECDSA 或 RSA 公钥算法中的一种来认证服务器，但是由于不同

客户端支持的公钥算法不同，为了确保客户端能够成功登录服务器，建议在服务器上同时生成 DSA、
ECDSA 和 RSA 三种密钥对。 

• 生成 RSA密钥对时，将同时生成两个密钥对——服务器密钥对和主机密钥对。SSH1利用 SSH
服务器端的服务器公钥加密会话密钥，以保证会话密钥传输的安全；SSH2 通过 DH 算法在

SSH 服务器和 SSH 客户端上生成会话密钥，不需要传输会话密钥，因此 SSH2 中没有利用服

务器密钥对。 

• 生成 DSA 密钥对时，只生成一个主机密钥对。SSH1 不支持 DSA 算法。 

• 生成 ECDSA 密钥对时，只生成一个主机密钥对。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SSH 仅支持默认名称的本地 DSA、ECDSA 或 RSA 密钥对，不支持指定名称的本地 DSA、ECDSA
或 RSA 密钥对。关于密钥对生成命令的相关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公钥管理”。 

生成 DSA 密钥对时，要求输入的密钥模数的长度必须小于 2048 比特。 

SSH 服务器支持 secp256r1 和 secp384r1 类型的 ECDSA 密钥对。 

如果服务器端不存在默认名称的本地 RSA 密钥对，则在服务器端执行 SSH服务器相关命令行时（包

括开启 Stelnet/SFTP/SCP/NETCONF over SSH 服务器、配置 SSH 用户、以及配置 SSH 服务器

端的管理功能），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默认名称的本地 RSA 密钥对。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服务器端仅支持 ECDSA、RSA 密钥对，因此请不要生成本地的 DSA 密

钥对，否则会导致用户认证失败。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生成本地密钥对。 
public-key local create { dsa | ecdsa { secp256r1 | secp384r1 } | rsa } 

1.3.3  配置SSH服务端口号 

1. 功能简介 

用户通过修改 SSH 服务端口号，可以提高 SSH 连接的安全性。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修改端口号前 SSH 服务是开启的，则修改端口号后系统会自动重启 SSH 服务，正在访问的用

户将被断开，用户需要重新建立 SSH 连接后才可以继续访问。 

如果使用 1～1024 之间的知名端口号，有可能会导致其他服务启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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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SH 服务端口号。 
ssh server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SSH 服务的端口号为 22。 

1.3.4  开启Stelnet服务器功能 

1. 功能简介 

本功能用于开启设备上的 Stelnet 服务器功能，使客户端能采用 Stelnet 的方式登录到设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Stelnet 服务器功能。 
ssh serv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Stelnet 服务器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3.5  开启SFTP服务器功能 

1. 功能简介 

本功能用于开启设备上的 SFTP 服务器功能，使客户端能采用 SFTP 的方式登录到设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作为 SFTP 服务器时，不支持 SSH1 版本的客户端发起的 SFTP 连接。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SFTP 服务器功能。 
sftp serv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SFTP 服务器处于关闭状态。 

1.3.6  开启SCP服务器功能 

1. 功能简介 

本功能用于开启设备上的 SCP 服务器功能，使客户端能采用 SCP 的方式登录到设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作为 SCP 服务器时，不支持 SSH1 版本的客户端发起的 SCP 连接。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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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开启 SCP 服务器功能。 
scp serv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SCP 服务器处于关闭状态。 

1.3.7  开启NETCONF over SSH服务器功能 

1. 功能简介 

本功能用于开启设备上的 NETCONF over SSH 服务器功能，使得客户端能够使用支持 NETCONF 
over SSH 连接的客户端配置工具给设备下发 NETCONF 指令来实现对设备的访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作为 NETCONF over SSH 服务器时，不支持 SSH1 版本的客户端发起的 SSH 连接。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ETCONF over SSH 服务器功能。 
netconf ssh serv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NETCONF over SSH 服务器处于关闭状态。 

关于 NETCONF over SSH 服务器相关命令的详细介绍，请见“网络管理和监控命令参考”

中的“NETCONF”。 

1.3.8  配置SSH客户端登录时使用的用户线 

1. 功能简介 

设备支持的 SSH 客户端根据不同的应用可分为：Stelnet 客户端、SFTP 客户端、SCP 客户端和

NETCONF over SSH 客户端。 

• Stelnet 客户端和 NETCONF over SSH 客户端通过 VTY（Virtual Type Terminal，虚拟类型终

端）用户线访问设备。因此，需要配置客户端登录时采用的 VTY 用户线，使其支持 SSH 远程

登录协议。配置将在客户端下次登录时生效。 

• SFTP 客户端和 SCP 客户端不通过用户线访问设备，不需要配置登录时采用的 VTY 用户线。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TY 用户线视图。 
line vty number [ ending-number ] 

(3) 配置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scheme 方式。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缺省情况下，用户线认证为 password 方式。 

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登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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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配置客户端的公钥 

1. 功能简介 

服务器在采用 publickey 方式验证客户端身份时，首先比较客户端发送的 SSH 用户名、主机公钥是

否与本地配置的 SSH 用户名以及相应的客户端主机公钥一致，在确认用户名和客户端主机公钥正

确后，对客户端发送的数字签名进行验证，该签名是客户端利用主机公钥对应的私钥计算出的。 

因此，在采用 publickey、password-publickey 或 any 认证方式时： 

• 在服务器端配置客户端的 DSA、ECDSA 或 RSA 主机公钥。 

• 在客户端为该 SSH 用户指定与主机公钥对应的 DSA、ECDSA 或 RSA 主机私钥（若设备作

为客户端，则在向服务器发起连接时通过指定公钥算法来实现）。 

2. 导入方式 

服务器端可以通过手工配置和从公钥文件中导入两种方式来配置客户端的公钥。 

• 手工配置 

事先在客户端上通过显示命令或其它方式查看其公钥信息，并记录客户端主机公钥的内容，

然后采用手工输入的方式将客户端的公钥配置到服务器上。手工输入远端主机公钥时，可以

逐个字符输入，也可以一次拷贝粘贴多个字符。这种方式要求手工输入或拷贝粘贴的主机公

钥必须是未经转换的 DER（Distinguished Encoding Rules，特异编码规则）公钥编码格式。

手工配置客户端的公钥时，输入的主机公钥必须满足一定的格式要求。我司设备作为客户端

时，通过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public 命令显示的公钥可以作为输入的公钥内

容；通过其他方式（如 public-key local export 命令）显示的公钥可能不满足格式要

求，导致主机公钥保存失败。 

• 从公钥文件导入 

事先将客户端的公钥文件保存到服务器上（例如，通过 FTP 或 TFTP，以二进制方式将客户

端的公钥文件保存到服务器），服务器从本地保存的该公钥文件中导入客户端的公钥。导入

公钥时，系统会自动将客户端公钥文件转换为 PKCS（Public Key Cryptography Standards，
公共密钥加密标准）编码形式。 

3. 配置限制和指导 

SSH 服务器上配置的 SSH 客户端公钥数目建议不要超过 20 个。 

配置客户端公钥时建议选用从公钥文件导入的方式配置远端主机的公钥。 

4. 手工配置客户端的公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公钥视图。 
public-key peer keyname 

(3) 配置客户端的公钥。 

逐个字符输入或拷贝粘贴公钥内容。 

在输入公钥内容时，字符之间可以有空格，也可以按回车键继续输入数据。保存公钥数据时，

将删除空格和回车符。具体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公钥管理”。 

(4) 退出公钥视图并保存配置的主机公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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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public-key end 

5. 从公钥文件中导入客户端的公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从公钥文件中导入远端客户端的公钥。 
public-key peer keyname import sshkey filename 

1.3.10  配置SSH用户 

1. 功能简介 

本配置用于创建 SSH 用户，并指定 SSH 用户的服务类型、认证方式以及对应的客户端公钥或数字

证书。SSH 用户的配置与服务器端采用的认证方式有关，具体如下： 

• 如果服务器采用了 publickey 认证，则必须在设备上创建相应的 SSH 用户，以及同名的本地

用户（用于下发授权属性：工作目录、用户角色）。 

• 如果服务器采用了 password 认证，则必须在设备上创建相应的本地用户（适用于本地认证），

或在远程服务器（如 RADIUS 服务器，适用于远程认证）上创建相应的 SSH 用户。这种情况

下，并不需要通过本配置创建相应的 SSH 用户，如果创建了 SSH 用户，则必须保证指定了

正确的服务类型以及认证方式。 

• 如果服务器采用了 password-publickey 或 any 认证，则必须在设备上创建相应的 SSH 用户，

以及在设备上创建同名的本地用户（适用于本地认证）或者在远程认证服务器上创建同名的

SSH 用户（如 RADIUS 服务器，适用于远程认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 SSH 用户配置的修改，不会影响已经登录的 SSH 用户，仅对新登录的用户生效。 

FIPS 模式下，设备作为 SSH 服务器不支持 any 认证和 publickey 认证方式。 

SCP 或 SFTP 用户登录时使用的工作目录与用户使用的认证方式有关： 

• 通过publickey或password-publickey认证登录服务器的用户使用的工作目录均为对应的本地

用户视图下为该用户设置的工作目录。 

• 通过 password 认证登录服务器的用户，使用的工作目录为通过 AAA 授权的工作目录。 

SSH 用户登录时拥有的用户角色与用户使用的认证方式有关： 

• 通过 publickey 或 password-publickey 认证登录服务器的 SSH 用户将被授予对应的本地用户

视图下指定的用户角色。 

• 通过 password认证登录服务器的 SSH用户将被授予远程 AAA服务器或设备本地授权的用户

角色。 

除 password 认证方式外，其它认证方式下均需要指定客户端的公钥或证书。 

• 对于使用公钥认证的SSH用户，服务器端必须指定客户端的公钥，且指定的公钥必须已经存

在，公钥内容的配置请参见“1.3.9  配置客户端的公钥”。如果指定了多个用户公钥，则在

验证SSH用户身份时，按照配置顺序使用指定的公钥依次对其进行验证，只要用户通过任意

一个公钥验证即可。 

• 对于使用证书认证的 SSH 用户，服务器端必须指定用于验证客户端证书的 PKI 域，PKI 域的

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PKI 域配置”。为保证 SSH 用户可以成功通过认证，通



 

1-9 

过 ssh user 命令或 ssh server pki-domain 命令指定的 PKI 域中必须存在用于验证客

户端证书的 CA 证书。 

关于本地用户以及远程认证的相关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SSH 用户，并指定 SSH 用户的服务类型和认证方式。 

（非 FIPS 模式） 
ssh user username service-type { all | netconf | scp | sftp | stelnet } 
authentication-type { password | { any | password-publickey | publickey } 
[ assign { pki-domain domain-name | publickey keyname&<1-6> } ] } 

（FIPS 模式） 
ssh user username service-type { all | netconf | scp | sftp | stelnet } 
authentication-type { password | password-publickey [ assign 
{ pki-domain domain-name | publickey keyname&<1-6> } ] } 

SSH 服务器上最多可以创建 1024 个 SSH 用户。 

1.3.11  配置SSH管理功能 

1. 设置SSH服务器是否兼容SSH1 版本的客户端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 SSH 服务器兼容 SSH1 版本的客户端。 
ssh server compatible-ssh1x enable 

缺省情况下，SSH 服务器不兼容 SSH1 版本的客户端。 

FIPS 模式下，不支持本命令。 

2. 开启SSH算法重协商和密钥重交换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SSH 算法重协商和密钥重交换功能。 
ssh server key-re-exchange enable [ interval interval ] 

缺省情况下，SSH 算法重协商和密钥重交换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FIPS 模式下，不支持本命令。 

本功能的开启和间隔时间变化不影响已存在的 SSH 连接。 

3. 设置RSA服务器密钥对的最小更新间隔时间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 RSA 服务器密钥对的最小更新间隔时间。 
ssh server rekey-interval interval 



 

1-10 

缺省情况下，系统不更新 RSA 服务器密钥对。 

FIPS 模式下，不支持本命令。 

本功能仅对 SSH 客户端版本为 SSH1 的用户有效。 

4. 设置SSH用户的认证超时时间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 SSH 用户的认证超时时间。 
ssh server authentication-timeout time-out-value 

缺省情况下，SSH 用户的认证超时时间为 60 秒。 

为了防止不法用户建立起 TCP 连接后，不进行接下来的认证而空占进程，妨碍其它合法用户

的正常登录，可以设置验证超时时间，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认证就拒绝该连接。 

5. 设置SSH用户请求连接的认证尝试最大次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 SSH 认证尝试的最大次数。 
ssh server authentication-retries retries 

缺省情况下，SSH 连接认证尝试的最大次数为 3 次。 

本功能可以防止非法用户对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恶意地猜测和破解。在 any 认证方式下，SSH
客户端通过 publickey 和 password 方式进行认证尝试的次数总和，不能超过配置最大次数。 

6. 设置对SSH客户端的访问控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对 SSH 用户的访问控制。 

（IPv4 网络） 
ssh server acl { advanced-acl-number | basic-acl-number | mac 
mac-acl-number } 

（IPv6 网络） 
ssh server ipv6 acl { ipv6 { advanced-acl-number | basic-acl-number } | 
mac mac-acl-number } 

缺省情况下，允许所有 SSH 用户向设备发起 SSH 访问。 

通过配置本功能，使用 ACL 过滤向 SSH 服务器发起连接的 SSH 客户端。 

7. 开启匹配ACL deny规则后打印日志信息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匹配 ACL deny 规则后打印日志信息功能。 
ssh server acl-deny-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匹配 ACL deny 规则后打印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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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启本功能，设备可以记录匹配 deny 规则的 IP 用户的登录日志，用户可以查看非法登

录的地址信息。 

8. 设置SSH服务器向SSH客户端发送的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 SSH 服务器向 SSH 客户端发送的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IPv4 网络） 
ssh server dscp dscp-value 

（IPv6 网络） 
ssh server ipv6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SSH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48。 

DSCP 携带在 IPv4 报文中的 ToS 字段和 IPv6 报文中的 Trafic class 字段，用来体现报文自身

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 

9. 设置SFTP用户连接的空闲超时时间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 SFTP 用户连接的空闲超时时间。 
sftp server idle-timeout time-out-value 

缺省情况下，SFTP 用户连接的空闲超时时间为 10 分钟。 

当 SFTP 用户连接的空闲时间超过设定的阈值后，系统会自动断开此用户的连接，从而有效

避免用户长期占用连接而不进行任何操作。 

10. 设置同时在线的最大SSH用户连接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设置同时在线的最大 SSH 用户连接数。 
aaa session-limit ssh max-sessions 

缺省情况下，同时在线的最大 SSH 用户连接数为 32。 

系统资源有限，当前在线 SSH 用户数超过设定的最大值时，系统会拒绝新的 SSH 连接请求。

该值的修改不会对已经在线的用户连接造成影响，只会对新的用户连接生效。 

关于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AAA”。 

1.3.12  配置SSH服务器所属的PKI域 

1. 功能简介 

SSH 服务器利用所属的 PKI 域在密钥交换阶段发送证书给客户端，在 ssh user 命令中没有指定

验证客户端的 PKI 域的情况下，使用服务器所属的 PKI 域来认证客户端并用它来对连接的客户端进

行认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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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配置 SSH 服务器所属的 PKI 域。 
ssh server pki-domain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SSH 服务器所属的 PKI 域。 

1.3.13  释放已建立的SSH连接 

1. 功能简介 

系统支持多个 SSH 用户同时对设备进行配置，当管理员在维护设备时，其他在线 SSH 用户的配置

影响到管理员的操作，或者管理员正在进行一些重要配置不想被其他用户干扰时，可以强制断开该

用户的连接。 

2.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释放已建立的 SSH 连接。 
free ssh { user-ip { ip-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 port-number ] | 
user-pid pid-number | username username } 

1.4  配置Stelnet客户端 

1.4.1  Stelnet客户端配置任务简介 

Stelnet 客户端配置任务如下： 

(1) 生成本地密钥对 
仅采用 publickey、password-publickey 或 any 认证方式时必选。 

(2) （可选）配置Stelnet客户端发送SSH报文使用的源IP地址 

(3) 建立与Stelnet服务器的连接 

(4) （可选）客户端删除保存在公钥文件中的服务器公钥 

(5) （可选）与远程的Stelnet服务器建立基于Suite B算法集的连接 

1.4.2  生成本地密钥对 

1. 功能简介 

客户端采用 publickey、password-publickey 或 any 认证方式时，需要生成本地密钥对。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SSH 仅支持默认名称的本地 DSA、ECDSA 或 RSA 密钥对，不支持指定名称的本地 DSA、ECDSA
或 RSA 密钥对。关于密钥对生成命令的相关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公钥管理”。 

生成 DSA 密钥对时，要求输入的密钥模数的长度必须小于 2048 比特。 

SSH 客户端支持 secp256r1 和 secp384r1 类型的 ECDSA 密钥对。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仅支持 ECDSA、RSA 密钥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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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生成本地密钥对。 
public-key local create { dsa | ecdsa { secp256r1 | secp384r1 } | rsa } 

1.4.3  配置Stelnet客户端发送SSH报文使用的源IP地址 

1. 功能简介 

Stelnet 客户端与 Stelnet 服务器通信时，缺省采用路由决定的源 IP 地址作为发送报文的源地址。如

果使用本配置指定了源 IP 地址或源接口，则采用该地址与服务器进行通信。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保证 Stelnet 客户端与 Stelnet 服务器通信链路的可达性，以及增加认证业务对 SFTP 客户端的可

管理性，通常建议指定 Loopback 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源 IP 地址。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telnet 客户端发送 SSH 报文使用的源 IP 地址。 

（IPv4 网络） 
ssh client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缺省情况下，IPv4 Stelnet 客户端采用设备路由指定的 SSH 报文出接口主 IP 地址作为源 IP
地址。 

（IPv6 网络） 
ssh client ipv6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IPv6 Stelnet 客户端采用设备自动选择的 IPv6 地址作为源 IP 地址。 

1.4.4  建立与Stelnet服务器的连接 

1. 功能简介 

该配置任务用来启动 Stelnet 客户端程序，与远程 Stelnet 服务器建立连接，并指定公钥算法、首选

加密算法、首选 HMAC 算法和首选密钥交换算法等。 

Stelnet 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时，需要通过本地保存的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来验证服务器的身份。设备

作为 Stelnet 客户端时，默认支持首次认证，即当 Stelnet 客户端首次访问服务器，而客户端没有配

置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时，用户可以选择继续访问该服务器，并在客户端保存该主机公钥，不指定

public-key，则会把服务器公钥保存到公钥文件中，但不会保存到配置文件中；当用户下次访问

该服务器时，就以保存的主机公钥来认证该服务器。首次认证在比较安全的网络环境中可以简化客

户端的配置，但由于该方式下客户端完全相信服务器公钥的正确性，因此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客户端不能同时连接 IPv4 和 IPv6 类型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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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IPv4 Stelnet服务器端建立连接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与 IPv4 Stelnet 服务器端建立连接。 

（非 FIPS 模式） 
ssh2 server [ port-number ] [ identity-key { dsa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prefer-ctos-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 dh-group-exchange-sha1 | dh-group1-sha1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prefer-stoc-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dscp dscp-value | escape character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 * 

（FIPS 模式） 
ssh2 server [ port-number ] [ identity-key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ctos-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stoc-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escape character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 * 

4. 与IPv6 Stelnet服务器端建立连接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与 IPv6 Stelnet 服务器端建立连接。 

（非 FIPS 模式） 
ssh2 ipv6 server [ port-number ]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identity-key { dsa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prefer-ctos-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 dh-group-exchange-sha1 | dh-group1-sha1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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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stoc-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dscp dscp-value | escape character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 * 

（FIPS 模式） 
ssh2 ipv6 server [ port-number ]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identity-key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ctos-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stoc-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escape character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 * 

1.4.5  Stelnet客户端删除保存在公钥文件中的服务器公钥 

1. 功能简介 

客户端切换到 FIPS 模式后，如果已经保存的服务器公钥不符合 FIPS 模式要求，则无法登录到服务

器。如果客户端想要重新登录该服务器，则需要执行本配置删除本地文件中的指定服务器公钥，并

保证服务器上已经生成了符合 FIPS 模式要求的公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Stelnet 客户端删除保存在公钥文件中的服务器公钥。 
delete ssh client server-public-key [ server-ip ip-address ] 

1.4.6  与远程的Stelnet服务器建立基于Suite B算法集的连接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与远程的 Stelnet 服务器建立基于 Suite B 算法集的连接。 

（IPv4 网络） 
ssh2 server [ port-number ] suite-b [ 128-bit | 192-bit ] pki-domain 
domain-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 dscp 
dscp-value | escape character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 * 

（IPv6 网络） 
ssh2 ipv6 server [ port-number ]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uite-b [ 128-bit | 192-bit ] pki-domain domain-name [ server-pki-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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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 dscp dscp-value | escape character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 * 

1.5  配置SFTP客户端 

1.5.1  SFTP客户端配置任务简介 

SFTP 客户端配置任务如下： 

(1) 生成本地密钥对 

仅采用 publickey、password-publickey 或 any 认证方式时必选。 

(2) （可选）配置SFTP客户端发送SFTP报文使用的源IP地址 

(3)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4) （可选）SFTP客户端删除保存在公钥文件中的服务器公钥 

(5) （可选）与远程的SFTP服务器建立基于Suite B算法集的连接 

(6) （可选）SFTP目录操作 

(7) （可选）SFTP文件操作 

(8) （可选）显示帮助信息 

(9) （可选）终止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1.5.2  生成本地密钥对 

1. 功能简介 

客户端采用 publickey、password-publickey 或 any 认证方式时，需要生成本地密钥对。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SSH 仅支持默认名称的本地 DSA、ECDSA 或 RSA 密钥对，不支持指定名称的本地 DSA、ECDSA
或 RSA 密钥对。关于密钥对生成命令的相关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公钥管理”。 

生成 DSA 密钥对时，要求输入的密钥模数的长度必须小于 2048 比特。 

SSH 客户端支持 secp256r1 和 secp384r1 类型的 ECDSA 密钥对。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仅支持 RSA、ECDSA 密钥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生成本地密钥对。 
public-key local create { dsa | ecdsa { secp256r1 | secp384r1 } | rsa } 

1.5.3  配置SFTP客户端发送SFTP报文使用的源IP地址 

1. 功能简介 

SFTP 客户端与 SFTP 服务器通信时，缺省采用路由决定的源 IP 地址作为发送报文的源地址。如果

使用本配置指定了源 IP 地址或源接口，则采用该地址与服务器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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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保证 SFTP 客户端与 SFTP 服务器通信链路的可达性，以及增加认证业务对 SFTP 客户端的可管

理性，通常建议指定 Loopback 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源 IP 地址。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FTP 客户端发送 SFTP 报文使用的源 IP 地址。 

（IPv4 网络） 
sftp client source { ip ip-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IPv4客户端采用设备路由指定的SFTP报文的出接口主 IP地址作为源 IP地址。 

（IPv6 网络） 
sftp client ipv6 source { ipv6 ipv6-addres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缺省情况下，IPv6 客户端采用设备自动选择的 IPv6 地址作为源 IP 地址。 

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1. 功能简介 

该配置任务用来启动 SFTP 客户端程序，与远程 SFTP 服务器建立连接，并指定公钥算法、首选加

密算法、首选 HMAC 算法和首选密钥交换算法等。SFTP 客户端与服务器成功建立连接之后，用户

即可进入到服务器端上的 SFTP 客户端视图下进行目录、文件等操作。 

SFTP 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时，需要通过本地保存的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来验证服务器的身份。设备

作为 SFTP 客户端时，默认支持首次认证，即当 SFTP 客户端首次访问服务器，而客户端没有配置

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时，用户可以选择继续访问该服务器，并在客户端保存该主机公钥，不指定

public-key，则会把服务器公钥保存到公钥文件中，但不会保存到配置文件中；当用户下次访问

该服务器时，就以保存的主机公钥来认证该服务器。首次认证在比较安全的网络环境中可以简化客

户端的配置，但由于该方式下客户端完全相信服务器公钥的正确性，因此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客户端不能同时连接 IPv4 和 IPv6 类型的服务器。 

3. 与IPv4 SFTP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进入SFTP客户端视图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与 IPv4 SFTP 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非 FIPS 模式） 
sftp server [ port-number ] [ identity-key { dsa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prefer-ctos-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 dh-group-exchange-sha1 | dh-group1-sha1 | dh-group14-sh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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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prefer-stoc-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dscp dscp-value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 * 

（FIPS 模式） 
sftp server [ port-number ] [ identity-key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ctos-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stoc-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 * 

4. 与IPv6 SFTP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进入SFTP客户端视图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与 IPv6 SFTP 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非 FIPS 模式） 
sftp ipv6 server [ port-number ]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identity-key { dsa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prefer-ctos-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 dh-group-exchange-sha1 | dh-group1-sha1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prefer-stoc-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dscp dscp-value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 * 

（FIPS 模式） 
sftp ipv6 server [ port-number ]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identity-key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ctos-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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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stoc-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 * 

1.5.5  SFTP客户端删除保存在公钥文件中的服务器公钥 

1. 功能简介 

客户端切换到 FIPS 模式后，如果已经保存的服务器公钥不符合 FIPS 模式要求，则无法登录到服务

器。如果客户端想要重新登录该服务器，则需要执行本配置删除本地文件中的指定服务器公钥，并

保证服务器上已经生成了符合 FIPS 模式要求的公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SFTP 客户端删除保存在公钥文件中的服务器公钥。 
delete ssh client server-public-key [ server-ip ip-address ] 

1.5.6  与远程的SFTP服务器建立基于Suite B算法集的连接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与远程的 SFTP 服务器建立基于 Suite B 算法集的连接。 

（IPv4 网络） 
sftp server [ port-number ] suite-b [ 128-bit | 192-bit ] pki-domain 
domain-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 dscp 
dscp-value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 * 

（IPv6 网络） 
sftp ipv6 server [ port-number ]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uite-b [ 128-bit | 192-bit ] pki-domain domain-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 dscp dscp-value | escape character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 * 

1.5.7  SFTP目录操作 

1. 功能简介 

SFTP 目录操作包括：改变或显示当前的工作路径、显示指定目录下的文件或目录信息、改变服务

器上指定的文件夹的名字、创建或删除目录等操作。 

2. 改变远程SFTP服务器上的工作路径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改变远程 SFTP 服务器上的工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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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remote-path ] 

(3) （可选）返回到上一级目录。 
cdup 

3. 显示远程SFTP服务器上的当前工作目录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显示远程 SFTP 服务器上的当前工作目录。 
pwd 

4. 显示指定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显示指定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dir [ -a | -l ] [ remote-path ] 

 ls [ -a | -l ] [ remote-path ] 

dir 和 ls 两条命令的作用相同。 

5. 改变SFTP服务器上指定的目录的名字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改变 SFTP 服务器上指定的目录的名字。 
rename old-name new-name 

6. 在远程SFTP服务器上创建新的目录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在远程 SFTP 服务器上创建新的目录。 
mkdir remote-path 

7. 删除SFTP服务器上指定的目录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删除 SFTP 服务器上指定的目录。 
rmdir remote-path 

1.5.8  SFTP文件操作 

1. 功能简介 

SFTP 文件操作包括：改变文件名、下载文件、上传文件、显示文件列表和删除文件。 

2. 改变SFTP服务器上指定的文件的名字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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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改变 SFTP 服务器上指定的文件的名字。 
rename old-name new-name 

3. 从远程服务器上下载文件并存储在本地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从远程服务器上下载文件并存储在本地。 
get remote-file [ local-file ] 

4. 将本地的文件上传到远程SFTP服务器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将本地的文件上传到远程 SFTP 服务器。 
put local-file [ remote-file ] 

5. 显示指定目录下的文件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显示指定目录下的文件。 
 dir [ -a | -l ] [ remote-path ] 

 ls [ -a | -l ] [ remote-path ] 

dir 和 ls 两条命令的作用相同。 

6. 删除SFTP服务器上指定的文件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删除 SFTP 服务器上指定的文件。 
 delete remote-file 

 remove remote-file 

delete 和 remove 两条命令的功能相同。 

1.5.9  显示帮助信息 

1. 功能简介 

本配置用于显示命令的帮助信息，如命令格式、参数配置等。 

2. 配置步骤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显示 SFTP 客户端命令的帮助信息。 
 he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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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和？的功能相同。 

1.5.10  终止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1) 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具体命令请参考“1.5.4  建立与SFTP服务器的连接”。 

(2) 终止与 SFTP 服务器的连接，并退回用户视图。 
 bye 

 exit 

 quit 

bye、exit 和 quit 三条命令的功能相同。 

1.6  配置SCP客户端 

1.6.1  SCP客户端配置任务简介 

SCP 客户端配置任务如下： 

(1) 生成本地密钥对 

仅采用 publickey、password-publickey 或 any 认证方式时必选。 

(2) （可选）配置SCP客户端发送SCP报文使用的源IP地址 

(3) 与远程SCP服务器传输文件 

(4) （可选）SCP客户端删除保存在公钥文件中的服务器公钥 

(5) （可选）与远程的SCP服务器建立基于Suite B算法集的连接 

1.6.2  生成本地密钥对 

1. 功能简介 

客户端采用 publickey、password-publickey 或 any 认证方式时，需要生成本地密钥对。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SSH 仅支持默认名称的本地 DSA、ECDSA 或 RSA 密钥对，不支持指定名称的本地 DSA、ECDSA
或 RSA 密钥对。关于密钥对生成命令的相关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公钥管理”。 

生成 DSA 密钥对时，要求输入的密钥模数的长度必须小于 2048 比特。 

SSH 客户端支持 secp256r1 和 secp384r1 类型的 ECDSA 密钥对。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仅支持 ECDSA、RSA 密钥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生成本地密钥对。 
public-key local create { dsa | ecdsa { secp256r1 | secp384r1 } | r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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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配置SCP客户端发送SCP报文使用的源IP地址 

1. 功能简介 

SCP 客户端与 SCP 服务器通信时，缺省采用路由决定的源 IP 地址作为发送报文的源地址。如果使

用本配置指定了源 IP 地址或源接口，则采用该地址与服务器进行通信。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保证 SCP 客户端与 SCP 服务器通信链路的可达性，以及增加认证业务对 SCP 客户端的可管理

性，通常建议指定 Loopback 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源 IP 地址。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CP 客户端发送 SCP 报文使用的源 IP 地址。 

（IPv4 网络） 
scp client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SCP 客户端使用的源 IPv4 地址，SCP 客户端发送 SCP 报文使用的源

IPv4 地址为设备路由指定的 SCP 报文出接口的主 IP 地址。 

（IPv6 网络） 
scp client ipv6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SCP客户端使用的源 IPv6地址，设备自动选择 IPv6 SCP报文的源 IPv6
地址，具体选择原则请参见 RFC 3484。 

1.6.4  与远程SCP服务器传输文件 

1. 功能简介 

该配置任务用来启动 SCP 客户端程序，与远程 SCP 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进行安全的文件传输操作。 

SCP 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时，需要通过本地保存的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来验证服务器的身份。设备作

为 SCP 客户端时，默认支持首次认证，即当 SCP 客户端首次访问服务器，而客户端没有配置服务

器端的主机公钥时，用户可以选择继续访问该服务器，并在客户端保存该主机公钥，不指定

public-key，则会把服务器公钥保存到公钥文件中，但不会保存到配置文件中；当用户下次访问

该服务器时，就以保存的主机公钥来认证该服务器。首次认证在比较安全的网络环境中可以简化客

户端的配置，但由于该方式下客户端完全相信服务器公钥的正确性，因此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客户端不能同时连接 IPv4 和 IPv6 类型的服务器。 

3. 与远程IPv4 SCP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进行文件传输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与远程 IPv4 SCP 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进行文件传输。 

（非 FIPS 模式） 
scp server [ port-number ] { put | get } source-file-name 
[ destination-file-name ] [ identity-key { dsa | ecdsa-sha2-nistp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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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prefer-ctos-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 dh-group-exchange-sha1 | dh-group1-sha1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prefer-stoc-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 * [ user username [ password password ] ] 

（FIPS 模式） 
scp server [ port-number ] { put | get } source-file-name 
[ destination-file-name ] [ identity-key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ctos-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stoc-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 * [ user username 
[ password password ] ] 

4. 与远程IPv6 SCP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进行文件传输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与远程 IPv6 SCP 服务器建立连接，并进行文件传输。 

（非 FIPS 模式） 
scp ipv6 server [ port-number ]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put | 
get } source-file-name [ destination-file-name ] [ identity-key { dsa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prefer-ctos-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 dh-group-exchange-sha1 | dh-group1-sha1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prefer-stoc-h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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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 * [ user username 
[ password password ] ] 

（FIPS 模式） 
scp ipv6 server [ port-number ]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put 
| get } source-file-name [ destination-file-name ] [ identity-key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prefer-ctos-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ctos-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prefer-kex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prefer-stoc-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prefer-stoc-h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 [ { public-key key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 * [ user username [ password password ] ] 

1.6.5  SCP客户端删除保存在公钥文件中的服务器公钥 

1. 功能简介 

客户端切换到 FIPS 模式后，如果已经保存的服务器公钥不符合 FIPS 模式要求，则无法登录到服务

器。如果客户端想要重新登录该服务器，则需要执行本配置删除本地文件中的指定服务器公钥，并

保证服务器上已经生成了符合 FIPS 模式要求的公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SCP 客户端删除保存在公钥文件中的服务器公钥。 
delete ssh client server-public-key [ server-ip ip-address ] 

1.6.6  与远程的SCP服务器建立基于Suite B算法集的连接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与远程的 SCP 服务器建立基于 Suite B 算法集的连接。 

（IPv4 网络） 
scp server [ port-number ] { put | get } source-file-name 
[ destination-file-name ] suite-b [ 128-bit | 192-bit ] pki-domain 
domain-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zlib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 ip-address } ] * 
[ user username [ password password ] ] 

（IPv6 网络） 
scp ipv6 server [ port-number ]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put | 
get } source-file-name [ destination-file-name ] suite-b [ 128-bit | 192-bit ] 
pki-domain domain-name [ server-pki-domain domain-name ] [ prefer-com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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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ib ] [ source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ipv6 
ipv6-address } ] * [ user username [ password password ] ] 

1.7  配置SSH2协议算法集 

1.7.1  SSH协议算法集简介 

设备作为服务器或者客户端与对端建立 Stelnet、SFTP、SCP 会话过程中，将使用指定的算法优先

列表进行协商。指定的算法包括： 

• 密钥交换算法 

• 主机签名算法 

• 加密算法 

• MAC 算法 

协商过程中，客户端采用的算法匹配顺序为优先列表中各算法的配置顺序，服务器根据客户端的算

法来匹配和协商。 

1.7.2  配置SSH2 协议密钥交换算法优先列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SH2 协议密钥交换算法优先列表。 

（非 FIPS 模式） 
ssh2 algorithm key-exchange { dh-group-exchange-sha1 | dh-group1-sha1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缺省情况下，SSH2 协议采用的缺省密钥交换算法从高到底的优先级列表为

ecdh-sha2-nistp256、ecdh-sha2-nistp384、dh-group-exchange-sha1、

dh-group14-sha1 和 dh-group1-sha1。 

（FIPS 模式） 
ssh2 algorithm key-exchange { dh-group14-sha1 | ecdh-sha2-nistp256 | 
ecdh-sha2-nistp384 } * 

缺省情况下，SSH2 协议采用的缺省密钥交换算法从高到底的优先级列表为

ecdh-sha2-nistp256、ecdh-sha2-nistp384 和 dh-group14-sha1。 

1.7.3  配置SSH2 协议主机签名算法优先列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SH2 协议主机签名算法优先列表。 

（非 FIPS 模式） 
ssh2 algorithm public-key { dsa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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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SSH2 协议使用的缺省主机签名算法从高到底的优先级列表为

x509v3-ecdsa-sha2-nistp256、x509v3-ecdsa-sha2-nistp384、

ecdsa-sha2-nistp256、ecdsa-sha2-nistp384、rsa 和 dsa。 

（FIPS 模式） 
ssh2 algorithm public-key { ecdsa-sha2-nistp256 | ecdsa-sha2-nistp384 
| rsa |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 

缺省情况下，SSH2 协议使用的缺省主机签名算法从高到底的优先级列表为

x509v3-ecdsa-sha2-nistp256、x509v3-ecdsa-sha2-nistp384、

ecdsa-sha2-nistp256、ecdsa-sha2-nistp384 和 rsa。 

1.7.4  配置SSH2 协议加密算法优先列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SH2 协议加密算法优先列表。 

（非 FIPS 模式） 
ssh2 algorithm cipher { 3des-cbc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des-cbc } * 

缺省情况下，SSH2 协议采用的缺省加密算法从高到底的优先级列表为 aes128-ctr、

aes192-ctr、aes256-ctr、aes128-gcm、aes256-gcm、aes128-cbc、3des-cbc、

aes256-cbc 和 des-cbc。 

（FIPS 模式） 
ssh2 algorithm cipher { aes128-cbc | aes128-ctr | aes128-gcm | 
aes192-ctr | aes256-cbc | aes256-ctr | aes256-gcm } * 

缺省情况下，SSH2 协议采用的缺省加密算法从高到底的优先级列表为 aes128-ctr、

aes192-ctr、aes256-ctr、aes128-gcm、aes256-gcm、aes128-cbc 和

aes256-cbc。 

1.7.5  配置SSH2 协议MAC算法优先列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SH2 协议 MAC 算法优先列表。 

（非 FIPS 模式） 
ssh2 algorithm mac { md5 | md5-96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缺省情况下，SSH2 协议使用的缺省 MAC 算法从高到底的优先级列表为 sha2-256、

sha2-512、sha1、md5、sha1-96 和 md5-96。 

（FIPS 模式） 
ssh2 algorithm mac { sha1 | sha1-96 | sha2-256 | sha2-5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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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SSH2 协议使用的缺省 MAC 算法从高到底的优先级列表为 sha2-256、

sha2-512、sha1 和 sha1-96。 

1.8  SSH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SSH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SSH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本地密钥对中的公钥部分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 dsa | ecdsa | rsa } 
public [ name publickey-name ] 

显示保存在本地的远端主机的公钥信息 display public-key peer [ brief | name 
publickey-name ] 

显示SCP客户端的源IP地址配置 display scp client source 

显示SFTP客户端的源IP地址配置 display sftp client source 

显示SSH客户端公钥文件中的服务器公钥信息 display ssh client server-public-key 
[ server-ip ip-address ] 

显示Stelnet客户端的源IP地址配置 display ssh client source  

在SSH服务器端显示该服务器的状态信息或会

话信息 
display ssh server { session | status } 

在SSH服务器端显示SSH用户信息 display ssh user-information [ username ] 

显示设备上配置的SSH2协议使用的算法优先列

表 
display ssh2 algorithm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和 display public-key peer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

命令参考”中的“公钥管理”。 

 

1.9  Stelnet典型配置举例 

 

• 举例中的设备运行于非 FIPS 模式下。 

• 若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下，相关的配置和显示信息将有所变化，请以设备的实际情况为准。

设备作为服务器仅支持 ECDSA、RSA 密钥对，请不要生成 DSA 密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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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设备作为Stelnet服务器配置举例（password认证） 

1. 组网需求 

• 用户可以通过 Host 上运行的 Stelnet 客户端软件（SSH2 版本）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上，并

被授予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进行配置管理； 

• Switch 采用 password 认证方式对 Stelnet 客户端进行认证，客户端的用户名和密码保存在本

地。 

2. 组网图 

图1-1 设备作为 Stelnet 服务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telnet 服务器 

# 生成 RSA 密钥对。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DSA 密钥对。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ECDSA 密钥对。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ecdsa secp256r1 

Generating Keys... 

. 

Vlan-int2
192.168.1.40/24

Stelnet client Stelnet server

Host

192.168.1.56/24

Switch



 

1-30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开启 Stelnet 服务器功能。 
[Switch] ssh server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telnet 服务器。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40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 设置 Stelnet 客户端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Switch] line vty 0 63 

[Switch-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line-vty0-63] quit 

#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client001，并设置密码为明文aabbcc，服务类型为SSH，用户角

色为 network-admin。 
[Switch] local-user client001 class manage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1] password simple aabbcc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1] service-type ssh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1]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1] quit 

# 配置 SSH 用户 client001 的服务类型为 Stelnet，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认证。（此步骤可以

不配置） 
[Switch] ssh user client001 service-type stelnet authentication-type password 

(2) Stelnet 客户端建立与 Stelnet 服务器的连接 

 

Stelnet客户端软件有很多，例如PuTTY、OpenSSH等。本文中仅以客户端软件PuTTY0.58
为例，说明 Stelnet 客户端的配置方法。 

 

# 建立与 Stelnet 服务器端的连接。 

打开PuTTY.exe程序，出现如 图 1-2 所示的客户端配置界面。在“Host Name（or IP 
address）”文本框中输入Stelnet服务器的IP地址为 192.16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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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Stelnet 客户端配置界面 

 
 

在 图 1-2 中，单击<Open>按钮。按提示输入用户名client001 及密码aabbcc，即可进入

Switch的配置界面。 

1.9.2  设备作为Stelnet服务器配置举例（publickey认证） 

1. 组网需求 

• 用户可以通过 Host 上运行的 Stelnet 客户端软件（SSH2 版本）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上，并

被授予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进行配置管理； 

• Switch 采用 publickey 认证方式对 Stelnet 客户端进行认证，使用的公钥算法为 RSA。 

2. 组网图 

图1-3 设备作为 Stelnet 服务器配置组网图 

  
 

Vlan-int2
192.168.1.40/24

Stelnet client Stelnet server

Host

192.168.1.56/24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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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 在服务器的配置过程中需要指定客户端的公钥信息，因此建议首先完成客户端密钥对的配置，

再进行服务器的配置。 

• 客户端软件有很多，例如 PuTTY、OpenSSH 等。本文中仅以客户端软件 PuTTY0.58 为例，

说明 Stelnet 客户端的配置方法。 

 

(1) 配置 Stelnet 客户端 

# 生成 RSA 密钥对。 

在客户端运行 PuTTYGen.exe，在参数栏中选择“SSH-2 RSA”，点击<Generate>，产生

客户端密钥对。 

图1-4 生成客户端密钥（步骤 1） 

 
 

在产生密钥对的过程中需不停地移动鼠标，鼠标移动仅限于下图蓝色框中除绿色标记进程条

外的地方，否则进程条的显示会不动，密钥对将停止产生，见 图 1-5。 



 

1-33 

图1-5 生成客户端密钥（步骤 2） 

 
 

密钥对产生后，点击<Save public key>，输入存储公钥的文件名 key.pub，点击<保存>按
钮。 

图1-6 生成客户端密钥（步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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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Save private key>存储私钥，弹出警告框，提醒是否保存没做任何保护措施的私钥，点

击<Yes>，输入私钥文件名为 private.ppk，点击保存。 

图1-7 生成客户端密钥（步骤 4） 

 
 

客户端生成密钥对后，需要将保存的公钥文件 key.pub 通过 FTP/TFTP 方式上传到服务器，

具体过程略。 

(2) 配置 Stelnet 服务器 

# 生成 RSA 密钥对。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DSA 密钥对。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ECDSA 密钥对。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ecdsa secp256r1 

Generating Keys...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开启 Stelnet 服务器功能。 
[Switch] ssh server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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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telnet 服务器。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40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 设置 Stelnet 客户端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Switch] line vty 0 63 

[Switch-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line-vty0-63] quit 

# 从文件 key.pub 中导入远端的公钥，并命名为 switchkey。 
[Switch] public-key peer switchkey import sshkey key.pub 

# 设置 SSH 用户 client002 的认证方式为 publickey，并指定公钥为 switchkey。 
[Switch] ssh user client002 service-type stelnet authentication-type publickey assign 
publickey switchkey 

#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client002，并设置服务类型为 SSH，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Switch] local-user client002 class manage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2] service-type ssh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2]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2] quit 

(3) Stelnet 客户端建立与 Stelnet 服务器的连接 

# 指定私钥文件，并建立与 Stelnet 服务器的连接。 

打开PuTTY.exe程序，出现如 图 1-8 所示的客户端配置界面。在“Host Name（or IP 
address）”文本框中输入Stelnet服务器的IP地址为 192.16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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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Stelnet 客户端配置界面 

 
 

# 单击左侧导航栏“Connection->SSH”，出现如 图 1-9 的界面。选择“Preferred SSH 
protocol version”为“2”。 



 

1-37 

图1-9 Stelnet 客户端配置界面 

 

 

单击左侧导航栏“Connection->SSH”下面的“Auth”（认证），出现如 图 1-10 的界面。单

击<Browse…>按钮，弹出文件选择窗口。选择与配置到服务器端的公钥对应的私钥文件

private.p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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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Stelnet 客户端配置界面 

 
 

如 图 1-10，单击<Open>按钮。按提示输入用户名client002，即可进入Switch的配置界面。 

1.9.3  设备作为Stelnet客户端配置举例（password认证） 

1. 组网需求 

• 配置 Switch A 作为 Stelnet 客户端，用户能够通过 Switch A 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B 上，并被

授予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进行配置管理。 

• Switch B 作为 Stelnet 服务器采用 password 认证方式对 Stelnet 客户端进行认证，客户端的

用户名和密码保存在 Switch B 上。 

2. 组网图 

图1-11 设备作为 Stelnet 客户端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telnet 服务器 

# 生成 RSA 密钥对。 
<SwitchB>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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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DSA 密钥对。 
[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ECDSA 密钥对。 
[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ecdsa secp256r1 

Generating Keys...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开启 Stelnet 服务器功能。 
[SwitchB] ssh server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telnet 服务器。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40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 设置 Stelnet 客户端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SwitchB] line vty 0 63 

[SwitchB-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B-line-vty0-63] quit 

#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client001，并设置密码为明文aabbcc，服务类型为SSH，用户角

色为 network-admin。 
[SwitchB] local-user client001 class manage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password simple aabbcc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service-type ssh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quit 

# 配置 SSH 用户 client001 的服务类型为 Stelnet，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认证。（此步骤可以

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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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ssh user client001 service-type stelnet authentication-type password 

(2) Stelnet 客户端建立与 Stelnet 服务器的连接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56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SwitchA] quit 

 客户端本地没有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首次与服务器建立连接 

# 建立到服务器 192.168.1.40 的 SSH 连接，选择在不认证服务器的情况下继续访问服务

网，并在客户端保存服务器端的本地公钥。 
<SwitchA> ssh2 192.168.1.40 

Username: client001 

Press CTRL+C to abort. 

Connecting to 192.168.1.40 port 22. 

The server is not authenticated. Continue? [Y/N]:y 

Do you want to save the server public key? [Y/N]:y 

client001@192.168.1.40's password: 

 

Enter a character ~ and a dot to abort. 

 

****************************************************************************** 

* Copyright (c) 2015-2018 Beijing Unis HengYue Technology Co., Ltd.          * 

* Without the own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 

* no decompiling or reverse-engineering shall be allowed.                    * 

****************************************************************************** 

 

<SwitchB> 

输入正确的密码之后，即可成功登录到Switch B上。由于选择在本地保存服务器端的主机

公钥，下次用户登录 Switch B 时直接输入正确密码即可成功登录。 

 客户端配置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后，与服务器建立连接 

# 在客户端配置SSH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在公钥视图输入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即在服

务器端通过 display public-key local dsa public 命令显示的公钥内容。 
[SwitchA] public-key peer key1 

Enter public key view. Return to system view with "peer-public-key end" command.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308201B73082012C06072A8648CE3804013082011F0281810 

0D757262C4584C44C211F18BD96E5F0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61C4F0A423F7FE6B6B85B34CEF72CE14A0D3A5222FE08CECE 

65BE6C265854889DC1EDBD13EC8B274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DA9F75BA26CCB987723602787E922BA84421F22C3C89CB9B0 

6FD60FE01941DDD77FE6B12893DA76E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EBC1D128D97F0678D7722B5341C8506F358214B16A2FAC4B3 

68950387811C7DA33021500C773218C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737EC8EE993B4F2DED30F48EDACE915F0281810082269009E 

14EC474BAF2932E69D3B1F18517AD95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94184CCDFCEAE96EC4D5EF93133E84B47093C52B20CD35D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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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B3959EC6499625BC4FA5082E22C5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B374E16DD00132CE71B020217091AC717B612391C76C1FB2E 

88317C1BD8171D41ECB83E210C03CC9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B32E810561C21621C73D6DAAC028F4B1585DA7F42519718CC 

9B09EEF0381840002818000AF995917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E1E570A3F6B1C2411948B3B4FFA256699B3BF871221CC9C5D 

F257523777D033BEE77FC378145F2AD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D716D7DB9FCABB4ADBF6FB4FDB0CA25C761B308EF53009F71 

01F7C62621216D5A572C379A32AC290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E55B394A217DA38B65B77F0185C8DB8095522D1EF044B465E 

8716261214A5A3B493E866991113B2D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485348 

[SwitchA-pkey-public-key-key1] peer-public-key end 

[SwitchA] quit 

# 建立到服务器 192.168.1.40 的 SSH 连接，并指定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 
<SwitchA> ssh2 192.168.1.40 public-key key1 

Username: client001 

Press CTRL+C to abort. 

Connecting to 192.168.1.40 port 22. 

client001@192.168.1.40's password: 

Enter a character ~ and a dot to abort. 

 

****************************************************************************** 

* Copyright (c) 2015-2018 Beijing Unis HengYue Technology Co., Ltd.          * 

* Without the own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 

* no decompiling or reverse-engineering shall be allowed.                    * 

****************************************************************************** 

 

<SwitchB> 

输入正确的密码之后，即可成功登录到 Switch B 上。 

 客户端本地已有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直接与服务器建立连接 
<SwitchA> ssh2 192.168.1.40 

Username: client001 

Press CTRL+C to abort. 

Connecting to 192.168.1.40 port 22. 

client001@192.168.1.40's password: 

Enter a character ~ and a dot to abort. 

 

****************************************************************************** 

* Copyright (c) 2015-2018 Beijing Unis HengYue Technology Co., Ltd.          * 

* Without the own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 

* no decompiling or reverse-engineering shall be allowed.                    * 

****************************************************************************** 

 

<SwitchB> 

输入正确的密码之后，即可成功登录到 Switch B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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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设备作为Stelnet客户端配置举例（publickey认证） 

1. 组网需求 

• 配置 Switch A 作为 Stelnet 客户端，用户能够通过 Switch A 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B 上，并被

授予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进行配置管理。 

• Switch B作为Stelnet服务器采用 publickey认证方式对Stelnet客户端进行认证，使用的公钥

算法为 DSA。 

2. 组网图 

图1-12 设备作为 Stelnet 客户端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telnet 客户端 

 

在服务器的配置过程中需要指定客户端的公钥信息，因此需要首先完成客户端密钥对的配置，

再进行服务器的配置。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56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 生成 DSA 密钥对。 
[SwitchA]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将生成的 DSA 主机公钥导出到指定文件 key.pub 中。 
[SwitchA] public-key local export dsa ssh2 key.pub 

[SwitchA] quit 

客户端生成密钥对后，需要将保存的公钥文件 key.pub 通过 FTP/TFTP 方式上传到服务器，

具体过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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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Stelnet 服务器 

# 生成 RSA 密钥对。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DSA 密钥对。 
[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ECDSA 密钥对。 
[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ecdsa secp256r1 

Generating Keys...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开启 Stelnet 服务器功能。 
[SwitchB] ssh server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SH 服务器。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40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 设置 Stelnet 客户端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SwitchB] line vty 0 63 

[SwitchB-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B-line-vty0-63] quit 

# 从文件 key.pub 中导入远端的公钥，并命名为 switchkey。 
[SwitchB] public-key peer switchkey import sshkey key.pub 

# 设置 SSH 用户 client002 的认证方式为 publickey，并指定公钥为 switchkey。 
[SwitchB] ssh user client002 service-type stelnet authentication-type publickey assign 
publickey switch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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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client002，并设置服务类型为 SSH，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SwitchB] local-user client002 class manage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2] service-type ssh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2]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2] quit 

(3) Stelnet 客户端建立与 Stelnet 服务器的连接 

# 建立到服务器 192.168.1.40 的 SSH 连接。 
<SwitchA> ssh2 192.168.1.40 identity-key dsa 

Username: client002 

Press CTRL+C to abort. 

Connecting to 192.168.1.40 port 22. 

The server is not authenticated. Continue? [Y/N]:y 

Do you want to save the server public key? [Y/N]:n 

Enter a character ~ and a dot to abort. 

 

****************************************************************************** 

* Copyright (c) 2015-2018 Beijing Unis HengYue Technology Co., Ltd.          * 

* Without the own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 

* no decompiling or reverse-engineering shall be allowed.                    * 

****************************************************************************** 

 

<SwitchB> 

由于本地未保存服务器端的主机公钥，因此在选择继续访问服务器之后，即可成功登录到

Switch B 上。 

1.9.5  设备支持Stelnet Suite B配置举例（128-bit） 

1. 组网需求 

• 配置 Switch A 作为 Stelnet Suite B 客户端，用户能够通过 Switch A 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B
上 

• SwitchB 设备配置为 suite-b 服务器模式。 

• 用户可以通过 Switch A 上运行的 Stelnet Suite B 客户端软件（SSH2 版本）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B 上，并被授予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进行配置管理。 

• Switch B 采用 publickey 认证方式对 Stelnet Suite B 客户端进行认证。 

2. 组网图 

图1-13 设备支持 Stelnet Suite B 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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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 在服务器的配置过程中需要指定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证书信息，因此需要首先完成证书的配置，

再进行 Suite B 相关的服务器配置。 

• 客户端软件支持 Suite B 的较少，OpenSSH 的 pkix 版本通过修改可以实现。本文中仅以我司

设备客户端为例，说明 Stelnet Suite B 客户端的配置方法。 

 

(1) 配置 Stelnet Suite B 客户端 

# 通过 FTP/TFTP 方式上传服务器证书文件 ssh-server-ecdsa256.p12 和客户端证书文件

ssh-client-ecdsa256.p12 到客户端设备，具体过程略。 

# 配置验证服务器证书的 PKI 域。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pki domain server256 

# 关闭 CRL 检查。 
[SwitchA-pki-domain-server256] undo crl check enable 

[SwitchA-pki-domain-server256] quit 

# 导入本地证书文件。 
[SwitchA] pki import domain server256 p12 local filename ssh-server-ecdsa256.p12 

The system is going to save the key pair. You must specify a key pair name, which is 
a case-insensitive string of 1 to 64 characters. Valid characters include a to z, A to 
Z, 0 to 9, and hyphens (-). 

Please enter the key pair name[default name: server256]: 

# 显示导入本地证书文件信息。 
[SwitchA]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server256 local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3 (0x3)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256 

        Issuer: C=CN, ST=Beijing, L=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uiteB CA 

        Validity 

            Not Before: Aug 21 08:39:51 2015 GMT 

            Not After : Aug 20 08:39:51 2016 GMT 

        Subject: C=CN, ST=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SH Server secp256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id-ecPublicKey 

                Public-Key: (256 bit) 

                pub: 

                    04:a2:b4:b4:66:1e:3b:d5:50:50:0e:55:19:8d:52: 

                    6d:47:8c:3d:3d:96:75:88:2f:9a:ba:a2:a7:f9:ef: 

                    0a:a9:20:b7:b6:6a:90:0e:f8:c6:de:15:a2:23:81: 

                    3c:9e:a2:b7:83:87:b9:ad:28:c8:2a:5e:58:11:8e: 

                    c7:61:4a:52:51 

                ASN1 OID: prime256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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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ST CURVE: P-256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omment: 

                OpenSSL Generated Certificate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08:C1:F1:AA:97:45:19:6A:DA:4A:F2:87:A1:1A:E8:30:BD:31:30:D7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5A:BE:85:49:16:E5:EB:33:80:25:EB:D8:91:50:B4:E6:3E:4F:B8:22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256 

         30:65:02:31:00:a9:16:e9:c1:76:f0:32:fc:4b:f9:8f:b6:7f: 

         31:a0:9f:de:a7:cc:33:29:27:2c:71:2e:f9:0d:74:cb:25:c9: 

         00:d2:52:18:7f:58:3f:cc:7e:8b:d3:42:65:00:cb:63:f8:02: 

         30:01:a2:f6:a1:51:04:1c:61:78:f6:6b:7e:f9:f9:42:8d:7c: 

         a7:bb:47:7c:2a:85:67:0d:81:12:0b:02:98:bc:06:1f:c1:3c: 

         9b:c2:1b:4c:44:38:5a:14:b2:48:63:02:2b 

# 配置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证书所在的 PKI 域。 
[SwitchA] pki domain client256 

# 关闭 CRL 检查。 
[SwitchA-pki-domain-client256] undo crl check enable 

[SwitchA-pki-domain-client256] quit 

# 导入本地证书文件。 
[SwitchA] pki import domain client256 p12 local filename ssh-client-ecdsa256.p12 

The system is going to save the key pair. You must specify a key pair name, which is 
a case-insensitive string of 1 to 64 characters. Valid characters include a to z, A to 
Z, 0 to 9, and hyphens (-). 

Please enter the key pair name[default name: client256]: 

# 显示导入本地证书文件信息。 
[SwitchA]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client256 local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4 (0x4)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256 

        Issuer: C=CN, ST=Beijing, L=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uiteB CA 

        Validity 

            Not Before: Aug 21 08:41:09 2015 GMT 

            Not After : Aug 20 08:41:09 2016 GMT 

        Subject: C=CN, ST=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SH Client secp256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id-ecPublicKey 

                Public-Key: (256 bit) 

                pub: 

                    04:da:e2:26:45:87:7a:63:20:e7:ca:7f:82:19:f5: 

                    96:88:3e:25:46:f8:2f:9a:4c:70:61:35:db:e4:39: 

                    b8:38:c4:60:4a:65:28:49:14:32:3c:cc:6d:cd:34: 



 

1-47 

                    29:83:84:74:a7:2d:0e:75:1c:c2:52:58:1e:22:16: 

                    12:d0:b4:8a:92 

                ASN1 OID: prime256v1 

                NIST CURVE: P-256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omment: 

                OpenSSL Generated Certificate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1A:61:60:4D:76:40:B8:BA:5D:A1:3C:60:BC:57:98:35:20:79:80:FC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5A:BE:85:49:16:E5:EB:33:80:25:EB:D8:91:50:B4:E6:3E:4F:B8:22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256 

         30:66:02:31:00:9a:6d:fd:7d:ab:ae:54:9a:81:71:e6:bb:ad: 

         5a:2e:dc:1d:b3:8a:bf:ce:ee:71:4e:8f:d9:93:7f:a3:48:a1: 

         5c:17:cb:22:fa:8f:b3:e5:76:89:06:9f:96:47:dc:34:87:02: 

         31:00:e3:af:2a:8f:d6:8d:1f:3a:2b:ae:2f:97:b3:52:63:b6: 

         18:67:70:2c:93:2a:41:c0:e7:fa:93:20:09:4d:f4:bf:d0:11: 

         66:0f:48:56:01:1e:c3:be:37:4e:49:19:cf:c6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56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2) 配置 Stelnet Suite B 服务器 

# 服务器上配置证书的 PKI 域与客户端相同，具体过程略。 

# 配置服务器 suite-b 算法集。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ssh2 algorithm key-exchange ecdh-sha2-nistp256 

[SwitchB] ssh2 algorithm cipher aes128-gcm 

[SwitchB] ssh2 algorithm public-key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配置服务器证书所在的 PKI 域。 
[SwitchB] ssh server pki-domain server256 

# 开启 Stelnet 服务器功能。 
[SwitchB] ssh server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telnet 服务器。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40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 设置 Stelnet 客户端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SwitchB] line vty 0 63 

[SwitchB-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B-line-vty0-63]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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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client001，服务类型为 SSH，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SwitchB] local-user client001 class manage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service-type ssh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quit 

# 设置 SSH 用户 client001 的认证方式为 publickey，并指定认证证书所在 PKI 域为

client256。 
[SwitchB] ssh user client001 service-type stelnet authentication-type publickey assign 
pki-domain client256 

(3) Stelnet Suite B 客户端建立与 Stelnet suite-b 服务器的连接 

# 建立到服务器 192.168.1.40 的 SSH 连接。 
<SwitchA> ssh2 192.168.1.40 suite-b 128-bit pki-domain client256 server-pki-domain 
server256 

Username: client001 

Press CTRL+C to abort. 

Connecting to 192.168.1.40 port 22. 

Enter a character ~ and a dot to abort. 

 

****************************************************************************** 

* Copyright (c) 2015-2018 Beijing Unis HengYue Technology Co., Ltd.          * 

* Without the own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 

* no decompiling or reverse-engineering shall be allowed.                    * 

****************************************************************************** 

 

<SwitchB> 

1.10  SFTP典型配置举例 

 

• 举例中的设备运行于非 FIPS 模式下。 

• 若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下，相关的配置和显示信息将有所变化，请以设备的实际情况为准。

设备作为服务器仅支持 ECDSA、RSA 密钥对，请不要生成 DSA 密钥对。 

 

1.10.1  设备作为SFTP服务器配置举例（password认证） 

1. 组网需求 

• 用户可以通过 Host 上运行的 SFTP 客户端软件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上，并被授予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进行文件管理和文件传送等操作； 

• Switch采用password认证方式对SFTP客户端进行认证，客户端的用户名和密码保存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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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4 设备作为 SFTP 服务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FTP 服务器 

# 生成 RSA 密钥对。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DSA 密钥对。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ECDSA 密钥对。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ecdsa secp256r1 

Generating Keys...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启动 SFTP 服务器。 
[Switch] sftp server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SH 服务器。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45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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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client002，并设置密码为明文aabbcc，服务类型为SSH，用户角

色为 network-admin，工作目录为 flash:/。 
[Switch] local-user client002 class manage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2] password simple aabbcc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2] service-type ssh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2]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work-directory flash:/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2] quit 

# 配置 SSH 用户认证方式为 password，服务类型为 SFTP。（此步骤可以不配置） 
[Switch] ssh user client002 service-type sftp authentication-type password 

(2) SFTP 客户端建立与 SFTP 服务器的连接 

 

• SFTP 客户端软件有很多，本文中仅以客户端软件 PuTTY0.58 中的 PSFTP 为例，说明

SFTP 客户端的配置方法。 

• PSFTP 只支持 password 认证，不支持 publickey 认证。 

 

# 建立与 SFTP 服务器的连接。 

打开psftp.exe程序，出现如 图 1-15 所示的客户端配置界面。输入如下命令： 
open 192.168.1.45 

根据提示输入用户名 client002，密码 aabbcc，即可登录 SFTP 服务器。 

图1-15 SFTP 客户端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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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设备作为SFTP客户端配置举例（publickey认证） 

1. 组网需求 

• 配置 Switch A 作为 SFTP 客户端，用户能够通过 Switch A 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B 上，并被

授予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进行文件管理和文件传送等操作。 

• Switch B作为 SFTP服务器采用 publickey认证方式对 SFTP客户端进行认证，使用的公钥算

法为 RSA。 

2. 组网图 

图1-16 设备作为 SFTP 客户端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FTP 客户端 

 

在服务器的配置过程中需要指定客户端的公钥信息，因此建议首先完成客户端密钥对的配置，

再进行服务器的配置。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0.2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 生成 RSA 密钥对。 
[SwitchA]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将生成的 RSA 主机公钥导出到指定文件 pubkey 中。 
[SwitchA] public-key local export rsa ssh2 pubkey 

[SwitchA]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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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生成密钥对后，需要将保存的公钥文件pubkey通过FTP/TFTP方式上传到服务器，具

体过程略。 

(2) 配置 SFTP 服务器 

# 生成 RSA 密钥对。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DSA 密钥对。 
[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ECDSA 密钥对。 
[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ecdsa secp256r1 

Generating Keys...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启动 SFTP 服务器。 
[SwitchB] sftp server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SH 服务器。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0.1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 从文件 pubkey 中导入远端的公钥，并命名为 switchkey。 
[SwitchB] public-key peer switchkey import sshkey pubkey 

# 设置 SSH 用户 client001 的服务类型为 SFTP，认证方式为 publickey，并指定公钥为

switchkey。 
[SwitchB] ssh user client001 service-type sftp authentication-type publickey assign 
publickey switchkey 

#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client001，并设置服务类型为 SSH，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工作目录为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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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local-user client001 class manage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service-type ssh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work-directory flash:/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quit 

(3) SFTP 客户端建立与 SFTP 服务器端的连接 

# 与远程 SFTP 服务器建立连接，进入 SFTP 客户端视图。 
<SwitchA> sftp 192.168.0.1 identity-key rsa 

Username: client001 

Press CTRL+C to abort. 

Connecting to 192.168.0.1 port 22. 

The server is not authenticated. Continue? [Y/N]:y 

Do you want to save the server public key? [Y/N]:n 

sftp> 

# 显示服务器的当前目录，删除文件 z，并检查此文件是否删除成功。 
sftp> dir -l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1759 Aug 23 06:52 config.cfg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Aug 24 08:01 pubkey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Aug 24 07:39 pubkey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6:22 new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Sep 01 06:55 pub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8:00 z 

sftp> delete z 

Removing /z 

sftp> dir -l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1759 Aug 23 06:52 config.cfg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Aug 24 08:01 pubkey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Aug 24 07:39 pubkey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6:22 new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Sep 01 06:55 pub 

# 新增目录 new1，并检查新目录是否创建成功。 
sftp> mkdir new1 

sftp> dir -l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1759 Aug 23 06:52 config.cfg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Aug 24 08:01 pubkey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Aug 24 07:39 pubkey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6:22 new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Sep 01 06:55 pub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2 06:30 new1 

# 将目录名 new1 更名为 new2，并查看是否更名成功。 
sftp> rename new1 new2 

sftp> dir -l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1759 Aug 23 06:52 config.cfg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Aug 24 08:01 pubkey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Aug 24 07:39 pubkey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6:22 new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Sep 01 06:55 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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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2 06:33 new2 

# 从服务器上下载文件 pubkey2 到本地，并更名为 public。 
sftp> get pubkey2 public 

Fetching / pubkey2 to public 

/pubkey2                                  100% 225     1.4KB/s   00:00 

# 将本地文件 pu 上传到服务器上，更名为 puk，并查看上传是否成功。 
sftp> put pu puk 

Uploading pu to / puk 

sftp> dir -l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1759 Aug 23 06:52 config.cfg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25 Aug 24 08:01 pubkey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Aug 24 07:39 pubkey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1 06:22 new 

d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0 Sep 02 06:33 new2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Sep 02 06:35 pub 

-rwxrwxrwx   1 noone    nogroup       283 Sep 02 06:36 puk 

sftp> 

# 退出 SFTP 客户端视图。 
sftp> quit 

<SwitchA> 

1.10.3  设备支持SFTP Suite B配置举例（192-bit） 

1. 组网需求 

• 配置Switch A作为SFTP Suite B客户端，用户能够通过Switch A安全地登录到Switch B上。 

• SwitchB 设备配置为 Suite B 服务器模式。 

• 用户可以通过 Switch A上运行的 SFTP Suite B客户端软件（SSH2版本）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B 上，并被授予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进行配置管理。 

• Switch B 采用 publickey 认证方式对 SFTP Suite B 客户端进行认证。 

2. 组网图 

图1-17 设备支持 SFTP Suite B 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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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 在服务器的配置过程中需要指定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证书信息，因此需要首先完成证书的配置，

再进行 Suite B 相关的服务器配置。 

• 客户端软件支持 Suite B 的较少，OpenSSH 的 pkix 版本通过修改可以实现。本文中仅以我司

设备客户端为例，说明 SFTP Suite B 客户端的配置方法。 

 

(1) 配置 SFTP Suite B 客户端 

# 通过 FTP/TFTP 方式上传服务器证书文件 ssh-server-ecdsa384.p12 和客户端证书文件

ssh-client-ecdsa384.p12 到客户端设备，具体过程略。 

# 配置验证服务器证书的 PKI 域。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pki domain server384 

# 关闭 CRL 检查。 
[SwitchA-pki-domain-server384] undo crl check enable 

[SwitchA-pki-domain-server384] quit 

# 导入本地证书文件。 
[SwitchA] pki import domain server384 p12 local filename ssh-server-ecdsa384.p12 

The system is going to save the key pair. You must specify a key pair name, which is 
a case-insensitive string of 1 to 64 characters. Valid characters include a to z, A to 
Z, 0 to 9, and hyphens (-). 

Please enter the key pair name[default name: server384]: 

# 显示导入本地证书信息。 
[SwitchA]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server384 local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1 (0x1)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384 

        Issuer: C=CN, ST=Beijing, L=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uiteB CA 

        Validity 

            Not Before: Aug 20 10:08:41 2015 GMT 

            Not After : Aug 19 10:08:41 2016 GMT 

        Subject: C=CN, ST=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sh server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id-ecPublicKey 

                Public-Key: (384 bit) 

                pub: 

                    04:4a:33:e5:99:8d:49:45:a7:a3:24:7b:32:6a:ed: 

                    b6:36:e1:4d:cc:8c:05:22:f4:3a:7c:5d:b7:be:d1: 

                    e6:9e:f0:ce:95:39:ca:fd:a0:86:cd:54:ab:49:60: 

                    10:be:67:9f:90:3a:18:e2:7d:d9:5f:72:27:09:e7: 

                    bf:7e:64:0a:59:bb:b3:7d:ae:88:14:94:45:b9:34: 

                    d2:f3:93:e1:ba:b4:50:15:eb:e5:45:24:31:10: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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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1:f9:dc:a5:6f:81 

                ASN1 OID: secp384r1 

                NIST CURVE: P-384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omment: 

                OpenSSL Generated Certificate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10:16:64:2C:DA:C1:D1:29:CD:C0:74:40:A9:70:BD:62:8A:BB:F4:D5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5A:BE:85:49:16:E5:EB:33:80:25:EB:D8:91:50:B4:E6:3E:4F:B8:22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384 

         30:65:02:31:00:80:50:7a:4f:c5:cd:6a:c3:57:13:7f:e9:da: 

         c1:72:7f:45:30:17:c2:a7:d3:ec:73:3d:5f:4d:e3:96:f6:a3: 

         33:fb:e4:b9:ff:47:f1:af:9d:e3:03:d2:24:53:40:09:5b:02: 

         30:45:d1:bf:51:fd:da:22:11:90:03:f9:d4:05:ec:d6:7c:41: 

         fc:9d:a1:fd:5b:8c:73:f8:b6:4c:c3:41:f7:c6:7f:2f:05:2d: 

         37:f8:52:52:26:99:28:97:ac:6e:f9:c7:01 

 

# 配置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证书所在的 PKI 域。 
[SwitchA] pki domain client384 

#关闭 CRL 检查。 
[SwitchA-pki-domain-client384] undo crl check enable 

[SwitchA-pki-domain-client384] quit 

#导入本地证书文件。 
[SwitchA] pki import domain client384 p12 local filename ssh-client-ecdsa384.p12 

The system is going to save the key pair. You must specify a key pair name, which is 
a case-insensitive string of 1 to 64 characters. Valid characters include a to z, A to 
Z, 0 to 9, and hyphens (-). 

Please enter the key pair name[default name: client384]: 

# 显示导入本地证书信息。 
[SwitchA]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client384 local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2 (0x2)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384 

        Issuer: C=CN, ST=Beijing, L=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uiteB CA 

        Validity 

            Not Before: Aug 20 10:10:59 2015 GMT 

            Not After : Aug 19 10:10:59 2016 GMT 

        Subject: C=CN, ST=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sh client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id-ecPublicKey 

                Public-Key: (384 bit) 

                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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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5:7c:8b:f4:7a:36:bf:74:f6:7c:72:f9:08:69: 

                    d0:b9:ac:89:98:17:c9:fc:89:94:43:da:9a:a6:89: 

                    41:d3:72:24:9b:9a:29:a8:d1:ba:b4:e5:77:ba:fc: 

                    df:ae:c6:dd:46:72:ab:bc:d1:7f:18:7d:54:88:f6: 

                    b4:06:54:7e:e7:4d:49:b4:07:dc:30:54:4b:b6:5b: 

                    01:10:51:6b:0c:6d:a3:b1:4b:c9:d9:6c:d6:be:13: 

                    91:70:31:2a:92:00:76 

                ASN1 OID: secp384r1 

                NIST CURVE: P-384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omment: 

                OpenSSL Generated Certificate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BD:5F:8E:4F:7B:FE:74:03:5A:D1:94:DB:CA:A7:82:D6:F7:78:A1:B0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5A:BE:85:49:16:E5:EB:33:80:25:EB:D8:91:50:B4:E6:3E:4F:B8:22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384 

         30:66:02:31:00:d2:06:fa:2c:0b:0d:f0:81:90:01:c3:3d:bf: 

         97:b3:79:d8:25:a0:e2:0e:ed:00:c9:48:3e:c9:71:43:c9:b4: 

         2a:a6:0a:27:80:9e:d4:0f:f2:db:db:5b:40:b1:a9:0a:e4:02: 

         31:00:ee:00:e1:07:c0:2f:12:3f:88:ea:fe:19:05:ef:56:ca: 

         33:71:75:5e:11:c9:a6:51:4b:3e:7c:eb:2a:4d:87:2b:71:7c: 

         30:64:fe:14:ce:06:d5:0a:e2:cf:9a:69:19:ff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0.2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SwitchA] quit 

(2) 配置 Stelnet Suite B 服务器 

# 服务器上配置证书的 PKI 域与客户端相同，具体过程略。 

# 配置服务器 Suite B 算法集。 
[SwitchB] ssh2 algorithm key-exchange ecdh-sha2-nistp384 

[SwitchB] ssh2 algorithm cipher aes256-gcm 

[SwitchB] ssh2 algorithm public-key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配置服务器证书所在的 PKI 域。 
[SwitchB] ssh server pki-domain server384 

# 开启 SFTP 服务器功能。 
[SwitchB] sftp server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FTP 服务器。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0.1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 设置 SFTP 客户端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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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line vty 0 63 

[SwitchB-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B-line-vty0-63] quit 

#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client001，服务类型为 SSH，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SwitchB] local-user client001 class manage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service-type ssh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quit 

# 设置 SSH 用户 client001 的认证方式为 publickey，并指定认证证书所在 PKI 域为

client384。 
[SwitchB] ssh user client001 service-type sftp authentication-type publickey assign 
pki-domain client384 

(3) SFTP Suite B 客户端建立与 SFTP Suite B 服务器的连接 

# 建立到服务器 192.168.0.1 的 SSH 连接。 
<SwitchA> sftp 192.168.0.1 suite-b 192-bit pki-domain client384 server-pki-domain 
server384 

Username: client001 

Press CTRL+C to abort. 

Connecting to 192.168.0.1 port 22. 

sftp> 

1.11  SCP典型配置举例 

 

• 举例中的设备运行于非 FIPS 模式下。 

• 若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下，相关的配置和显示信息将有所变化，请以设备的实际情况为准。

设备作为服务器仅支持 ECDSA、RSA 密钥对，请不要生成 DSA 密钥对。 

 

1.11.1  SCP文件传输配置举例（password认证） 

1. 组网需求 

如下图所示，Switch A 作为 SCP 客户端，Switch B 作为 SCP 服务器。现有如下具体需求： 

• 用户能够通过 Switch A 安全地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B 上，并被授予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与 Switch B 进行文件传输。 

• Switch B 采用 password 认证对 SCP 客户端进行认证，客户端的用户名和密码保存在 Switch 
B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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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8 SCP 文件传输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Switch B 采用 password 认证对 SCP 客户端进行认证，客户端的用户名和密码保存在 Switch B 上。 
组网图 
SCP 文件传输配置组网图  
 
配置 SCP 服务器 

(1) 配置 SCP 服务器 

# 生成 RSA 密钥对。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DSA 密钥对。 
[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ECDSA 密钥对。 
[SwitchB] public-key local create ecdsa secp256r1 

Generating Keys...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开启 SCP 服务器功能。 
[SwitchB] scp server enable 

# 配置接口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CP 服务器。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0.1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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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client001，并设置密码为明文 aabbcc，服务类型为 SSH。 
[SwitchB] local-user client001 class manage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password simple aabbcc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service-type ssh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quit 

# 配置 SSH 用户 client001 的服务类型为 scp，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认证。（此步骤可以不

配置） 
[SwitchB] ssh user client001 service-type scp authentication-type password 

(2) 配置 SCP 客户端 

# 配置接口 VLAN 2 的 IP 地址。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0.2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SwitchA] quit 

(3) SCP 客户端从 SCP 服务器下载文件 

# 与远程 SCP 服务器建立连接，并下载远端的 remote.bin 文件，下载到本地后更名为

local.bin。 
<SwitchA> scp 192.168.0.1 get remote.bin local.bin 

Username: client001 

Press CTRL+C to abort. 

Connecting to 192.168.0.1 port 22. 

The server is not authenticated. Continue? [Y/N]:y 

Do you want to save the server public key? [Y/N]:n 

client001@192.168.0.1’s password: 

remote.bin                                       100% 2875     2.8KB/s   00:00 

1.11.2  设备支持SCP Suite B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配置 Switch A作为 SCP Suite B客户端，用户能够通过 Switch A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B上。 

• SwitchB 设备配置为 Suite B 服务器模式。 

• 用户可以通过 Switch A 上运行的 SCP Suite B 客户端软件（SSH2 版本）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B 上，并被授予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进行配置管理。 

• Switch B 采用 publickey 认证方式对 SCP Suite B 客户端进行认证。 

2. 组网图 

图1-19 设备支持 SCP Suite B 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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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 在服务器的配置过程中需要指定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证书信息，因此需要首先完成证书的配置，

再进行 Suite B 相关的服务器配置。 

• 客户端软件支持 Suite B 的较少，OpenSSH 的 pkix 版本通过修改可以实现。本文中仅以我司

设备客户端为例，说明 SCP Suite B 客户端的配置方法。 

 

(1) 配置 SCP Suite B 客户端，导入两种证书 

# 通过 FTP/TFTP 方式上传服务器证书文件 ssh-server-ecdsa256.p12、
ssh-server-ecdsa384.p12 和客户端证书文件 ssh-client-ecdsa256.p12、
ssh-client-ecdsa384.p12 到客户端设备，具体过程略。 

# 配置验证服务器 ecdsa256 证书的 PKI 域。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pki domain server256 

# 关闭 CRL 检查。 
[SwitchA-pki-domain-server256] undo crl check enable 

[SwitchA-pki-domain-server256] quit 

# 导入 CA 证书。 
[SwitchA] pki import domain server256 p12 local filename ssh-server-ecdsa256.p12 

The system is going to save the key pair. You must specify a key pair name, which is 
a case-insensitive string of 1 to 64 characters. Valid characters include a to z, A to 
Z, 0 to 9, and hyphens (-). 

Please enter the key pair name[default name: server256]: 

# 显示导入 CA 证书信息。 
[SwitchA]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server256 local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3 (0x3)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256 

        Issuer: C=CN, ST=Beijing, L=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uiteB CA 

        Validity 

            Not Before: Aug 21 08:39:51 2015 GMT 

            Not After : Aug 20 08:39:51 2016 GMT 

        Subject: C=CN, ST=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SH Server secp256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id-ecPublicKey 

                Public-Key: (256 bit) 

                pub: 

                    04:a2:b4:b4:66:1e:3b:d5:50:50:0e:55:19:8d:52: 

                    6d:47:8c:3d:3d:96:75:88:2f:9a:ba:a2:a7:f9:ef: 

                    0a:a9:20:b7:b6:6a:90:0e:f8:c6:de:15:a2:23:81: 

                    3c:9e:a2:b7:83:87:b9:ad:28:c8:2a:5e:58:11:8e: 

                    c7:61:4a: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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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N1 OID: prime256v1 

                NIST CURVE: P-256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omment: 

                OpenSSL Generated Certificate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08:C1:F1:AA:97:45:19:6A:DA:4A:F2:87:A1:1A:E8:30:BD:31:30:D7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5A:BE:85:49:16:E5:EB:33:80:25:EB:D8:91:50:B4:E6:3E:4F:B8:22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256 

         30:65:02:31:00:a9:16:e9:c1:76:f0:32:fc:4b:f9:8f:b6:7f: 

         31:a0:9f:de:a7:cc:33:29:27:2c:71:2e:f9:0d:74:cb:25:c9: 

         00:d2:52:18:7f:58:3f:cc:7e:8b:d3:42:65:00:cb:63:f8:02: 

         30:01:a2:f6:a1:51:04:1c:61:78:f6:6b:7e:f9:f9:42:8d:7c: 

         a7:bb:47:7c:2a:85:67:0d:81:12:0b:02:98:bc:06:1f:c1:3c: 

         9b:c2:1b:4c:44:38:5a:14:b2:48:63:02:2b 

 

# 配置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 ecdsa256 证书所在的 PKI 域。 
[SwitchA] pki domain client256 

# 关闭 CRL 检查。 
[SwitchA-pki-domain-client256] undo crl check enable 

[SwitchA-pki-domain-client256] quit 

# 导入 CA 证书。 
[SwitchA] pki import domain client256 p12 local filename ssh-client-ecdsa256.p12 

The system is going to save the key pair. You must specify a key pair name, which is 
a case-insensitive string of 1 to 64 characters. Valid characters include a to z, A to 
Z, 0 to 9, and hyphens (-). 

Please enter the key pair name[default name: client256]: 

# 显示导入 CA 证书信息。 
[SwitchA]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client256 local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4 (0x4)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256 

        Issuer: C=CN, ST=Beijing, L=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uiteB CA 

        Validity 

            Not Before: Aug 21 08:41:09 2015 GMT 

            Not After : Aug 20 08:41:09 2016 GMT 

        Subject: C=CN, ST=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SH Client secp256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id-ecPublicKey 

                Public-Key: (256 bit) 

                pub: 

                    04:da:e2:26:45:87:7a:63:20:e7:ca:7f:82:19: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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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88:3e:25:46:f8:2f:9a:4c:70:61:35:db:e4:39: 

                    b8:38:c4:60:4a:65:28:49:14:32:3c:cc:6d:cd:34: 

                    29:83:84:74:a7:2d:0e:75:1c:c2:52:58:1e:22:16: 

                    12:d0:b4:8a:92 

                ASN1 OID: prime256v1 

                NIST CURVE: P-256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omment: 

                OpenSSL Generated Certificate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1A:61:60:4D:76:40:B8:BA:5D:A1:3C:60:BC:57:98:35:20:79:80:FC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5A:BE:85:49:16:E5:EB:33:80:25:EB:D8:91:50:B4:E6:3E:4F:B8:22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256 

         30:66:02:31:00:9a:6d:fd:7d:ab:ae:54:9a:81:71:e6:bb:ad: 

         5a:2e:dc:1d:b3:8a:bf:ce:ee:71:4e:8f:d9:93:7f:a3:48:a1: 

         5c:17:cb:22:fa:8f:b3:e5:76:89:06:9f:96:47:dc:34:87:02: 

         31:00:e3:af:2a:8f:d6:8d:1f:3a:2b:ae:2f:97:b3:52:63:b6: 

         18:67:70:2c:93:2a:41:c0:e7:fa:93:20:09:4d:f4:bf:d0:11: 

         66:0f:48:56:01:1e:c3:be:37:4e:49:19:cf:c6 

# 配置验证服务器 ecdsa384 证书的 PKI 域。 
[SwitchA] pki domain server384 

# 关闭 CRL 检查。 
[SwitchA-pki-domain-server384] undo crl check enable 

[SwitchA-pki-domain-server384] quit 

# 导入 CA 证书。 
[SwitchA] pki import domain server384 p12 local filename ssh-server-ecdsa384.p12 

The system is going to save the key pair. You must specify a key pair name, which is 
a case-insensitive string of 1 to 64 characters. Valid characters include a to z, A to 
Z, 0 to 9, and hyphens (-). 

Please enter the key pair name[default name: server384]: 

# 显示导入 CA 证书信息。 
[SwitchA]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server384 local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1 (0x1)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384 

        Issuer: C=CN, ST=Beijing, L=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uiteB CA 

        Validity 

            Not Before: Aug 20 10:08:41 2015 GMT 

            Not After : Aug 19 10:08:41 2016 GMT 

        Subject: C=CN, ST=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sh server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id-ecPublic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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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Key: (384 bit) 

                pub: 

                    04:4a:33:e5:99:8d:49:45:a7:a3:24:7b:32:6a:ed: 

                    b6:36:e1:4d:cc:8c:05:22:f4:3a:7c:5d:b7:be:d1: 

                    e6:9e:f0:ce:95:39:ca:fd:a0:86:cd:54:ab:49:60: 

                    10:be:67:9f:90:3a:18:e2:7d:d9:5f:72:27:09:e7: 

                    bf:7e:64:0a:59:bb:b3:7d:ae:88:14:94:45:b9:34: 

                    d2:f3:93:e1:ba:b4:50:15:eb:e5:45:24:31:10:c7: 

                    07:01:f9:dc:a5:6f:81 

                ASN1 OID: secp384r1 

                NIST CURVE: P-384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omment: 

                OpenSSL Generated Certificate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10:16:64:2C:DA:C1:D1:29:CD:C0:74:40:A9:70:BD:62:8A:BB:F4:D5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5A:BE:85:49:16:E5:EB:33:80:25:EB:D8:91:50:B4:E6:3E:4F:B8:22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384 

         30:65:02:31:00:80:50:7a:4f:c5:cd:6a:c3:57:13:7f:e9:da: 

         c1:72:7f:45:30:17:c2:a7:d3:ec:73:3d:5f:4d:e3:96:f6:a3: 

         33:fb:e4:b9:ff:47:f1:af:9d:e3:03:d2:24:53:40:09:5b:02: 

         30:45:d1:bf:51:fd:da:22:11:90:03:f9:d4:05:ec:d6:7c:41: 

         fc:9d:a1:fd:5b:8c:73:f8:b6:4c:c3:41:f7:c6:7f:2f:05:2d: 

         37:f8:52:52:26:99:28:97:ac:6e:f9:c7:01 

 

# 配置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 ecdsa384 证书所在的 PKI 域。 
[SwitchA] pki domain client384 

# 关闭 CRL 检查。 
[SwitchA-pki-domain-client384] undo crl check enable 

[SwitchA-pki-domain-client384] quit 

# 导入 CA 证书。 
[SwitchA] pki import domain client384 p12 local filename ssh-client-ecdsa384.p12 

The system is going to save the key pair. You must specify a key pair name, which is 
a case-insensitive string of 1 to 64 characters. Valid characters include a to z, A to 
Z, 0 to 9, and hyphens (-). 

Please enter the key pair name[default name: client384]: 

# 显示导入 CA 证书信息。 
[SwitchA] display pki certificate domain client384 local 

Certificate: 

    Data: 

        Version: 3 (0x2) 

        Serial Number: 2 (0x2)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384 

        Issuer: C=CN, ST=Beijing, L=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uiteB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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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idity 

            Not Before: Aug 20 10:10:59 2015 GMT 

            Not After : Aug 19 10:10:59 2016 GMT 

        Subject: C=CN, ST=Beijing, O=AA, OU=Software, CN=ssh client 

        Subject Public Key Info: 

            Public Key Algorithm: id-ecPublicKey 

                Public-Key: (384 bit) 

                pub: 

                    04:85:7c:8b:f4:7a:36:bf:74:f6:7c:72:f9:08:69: 

                    d0:b9:ac:89:98:17:c9:fc:89:94:43:da:9a:a6:89: 

                    41:d3:72:24:9b:9a:29:a8:d1:ba:b4:e5:77:ba:fc: 

                    df:ae:c6:dd:46:72:ab:bc:d1:7f:18:7d:54:88:f6: 

                    b4:06:54:7e:e7:4d:49:b4:07:dc:30:54:4b:b6:5b: 

                    01:10:51:6b:0c:6d:a3:b1:4b:c9:d9:6c:d6:be:13: 

                    91:70:31:2a:92:00:76 

                ASN1 OID: secp384r1 

                NIST CURVE: P-384 

        X509v3 extensions: 

            X509v3 Basic Constraints: 

                CA:FALSE 

            Netscape Comment: 

                OpenSSL Generated Certificate 

            X509v3 Subject Key Identifier: 

                BD:5F:8E:4F:7B:FE:74:03:5A:D1:94:DB:CA:A7:82:D6:F7:78:A1:B0 

            X509v3 Authority Key Identifier: 

                keyid:5A:BE:85:49:16:E5:EB:33:80:25:EB:D8:91:50:B4:E6:3E:4F:B8:22 

 

    Signature Algorithm: ecdsa-with-SHA384 

         30:66:02:31:00:d2:06:fa:2c:0b:0d:f0:81:90:01:c3:3d:bf: 

         97:b3:79:d8:25:a0:e2:0e:ed:00:c9:48:3e:c9:71:43:c9:b4: 

         2a:a6:0a:27:80:9e:d4:0f:f2:db:db:5b:40:b1:a9:0a:e4:02: 

         31:00:ee:00:e1:07:c0:2f:12:3f:88:ea:fe:19:05:ef:56:ca: 

         33:71:75:5e:11:c9:a6:51:4b:3e:7c:eb:2a:4d:87:2b:71:7c: 

         30:64:fe:14:ce:06:d5:0a:e2:cf:9a:69:19:ff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0.2 255.255.255.0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2) 配置 SCP Suite B 服务器，导入两种证书 

# 服务器上配置证书的 PKI 域与客户端相同，具体过程略。 

# 配置服务器 Suite B 算法集。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ssh2 algorithm key-exchange ecdh-sha2-nistp256 ecdh-sha2-nistp384 

[SwitchB] ssh2 algorithm cipher aes128-gcm aes256-gcm 

[SwitchB] ssh2 algorithm public-key x509v3-ecdsa-sha2-nistp256 
x509v3-ecdsa-sha2-nistp384 

# 开启 SCP 服务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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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scp server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SFTP 服务器。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0.1 255.255.255.0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 设置 SCP 客户端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SwitchB] line vty 0 63 

[SwitchB-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B-line-vty0-63] quit 

#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client001，服务类型为 SSH，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SwitchB] local-user client001 class manage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service-type ssh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1] quit 

#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client002，服务类型为 SSH，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SwitchB] local-user client002 class manage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2] service-type ssh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2]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witchB-luser-manage-client002] quit 

(3) SCP Suite B 客户端建立与 SCP Suite B 服务器的 128-bit 连接 

# 配置服务器证书所在的 PKI 域。 
[SwitchB]ssh server pki-domain server256 

# 设置 SSH 用户 client001 的认证方式为 publickey，并指定认证证书所在 PKI 域为

client256。 
[SwitchB] ssh user client001 service-type scp authentication-type publickey assign 
pki-domain client256 

# 建立到服务器 192.168.0.1 的 SSH 连接。 
<SwitchA> scp 192.168.0.1 get src.cfg suite-b 128-bit pki-domain client256 server-pki 

-domain server256 

Username: client001 

Press CTRL+C to abort. 

Connecting to 192.168.0.1 port 22. 

src.cfg                                       100% 4814     4.7KB/s   00:00 

<SwitchA> 

(4) SCP suite-b 客户端建立与 SCP suite-b 服务器的 192-bit 连接 

# 配置服务器证书所在的 PKI 域。 
[SwitchB] ssh server pki-domain server384 

# 设置 SSH 用户 client002 的认证方式为 publickey，并指定认证证书所在 PKI 域为

client384。 
[Switch] ssh user client002 service-type scp authentication-type publickey assign 
pki-domain client384 

# 建立到服务器 192.168.0.1 的 SSH 连接。 
<SwitchA> scp 192.168.0.1 get src.cfg suite-b 192-bit pki-domain client384 server-pki 

-domain server384 

Username: client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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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CTRL+C to abort. 

Connecting to 192.168.0.1 port 22. 

src.cfg                                       100% 4814     4.7KB/s   00:00 

<SwitchA> 

1.12  NETCONF over SSH典型配置举例 

 

• 举例中的设备运行于非 FIPS 模式下。 

• 若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下，相关的配置和显示信息将有所变化，请以设备的实际情况为准。

设备作为服务器仅支持 ECDSA、RSA 密钥对，请不要生成 DSA 密钥对。 

 

1.12.1  NETCONF over SSH配置举例（password认证） 

1. 组网需求 

• 用户可以通过Host上运行的支持NETCONF over SSH连接的SSH客户端软件（SSH2版本）

安全地登录到 Switch 上，并被授予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进行配置管理； 

• Switch 采用 password 认证方式对 SSH 客户端进行认证，客户端的用户名和密码保存在本

地。 

2. 组网图 

图1-20 设备作为 NETCONF over SSH 服务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组网图 
设备作为 NETCONF over SSH服务器配置组网图 

  
配置步骤 

# 生成 RSA 密钥对。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DSA 密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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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dsa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modulus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 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生成 ECDSA 密钥对。 
[Switch] public-key local create ecdsa secp256r1 

Generating Keys...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开启 NETCONF over SSH 服务器功能。 
[Switch] netconf ssh server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客户端将通过该地址连接 NETCONF over SSH 服务器。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92.168.1.40 255.255.255.0 

[Switch-Vlan-interface2] quit 

# 设置 NETCONF over SSH 客户端登录用户线的认证方式为 AAA 认证。 
[Switch] line vty 0 63 

[Switch-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Switch-line-vty0-63] quit 

#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client001，并设置密码为明文 aabbcc，服务类型为 SSH，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Switch] local-user client001 class manage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1] password simple aabbcc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1] service-type ssh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1]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witch-luser-manage-client001] quit 

# 配置 SSH 用户 client001 的服务类型为 NETCONF，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认证。（此步骤可以不

配置） 
[Switch] ssh user client001 service-type netconf authentication-type password 

4. 验证配置 

用户通过支持 NETCONF over SSH 连接的客户端软件与 Switch 建立 NETCONF over SSH 连接之

后，可直接进入 Switch 的 NETCONF 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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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SL 
1.1  SSL简介 

SSL（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字层）是一个安全协议，为基于 TCP 的应用层协议（如

HTTP）提供安全连接。SSL 协议广泛应用于电子商务、网上银行等领域，为应用层数据的传输提

供安全性保证。 

1.1.1  SSL安全机制 

SSL 提供的安全连接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 保证数据传输的机密性：利用对称密钥算法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并利用密钥交换算法，

如 RSA（Rivest Shamir and Adleman），加密传输对称密钥算法中使用的密钥。对称密钥算

法、非对称密钥算法 RSA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公钥管理”。 

• 验证数据源的身份：基于数字证书利用数字签名方法对 SSL 服务器和 SSL 客户端进行身份验

证。SSL 服务器和 SSL 客户端通过 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公钥基础设施）提供的

机制获取数字证书。PKI 及数字证书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PKI”。 

•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消息传输过程中使用MAC（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消息验证码）

来检验消息的完整性。MAC算法在密钥的参与下，将任意长度的原始数据转换为固定长度的

数据，原始数据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计算出的固定长度数据发生变化。如 图 1-1 所示，利用

MAC算法验证消息完整性的过程为： 

a. 发送者在密钥的参与下，利用 MAC 算法计算出消息的 MAC 值，并将其加在消息之后发送

给接收者。 

b. 接收者利用同样的密钥和 MAC 算法计算出消息的 MAC 值，并与接收到的 MAC 值比较。 

c. 如果二者相同，则接收者认为报文没有被篡改；否则，认为报文在传输过程中被篡改，接

收者将丢弃该报文。 

图1-1 MAC 算法示意图 

 
 

密钥

Message

发送者

Message 发送给

接收者
MAC

密钥 接收者

比较

Message
计算MAC

计算MAC
MAC

MAC



 

1-2 

1.1.2  SSL协议结构 

如 图 1-2 所示，SSL协议可以分为两层：下层为SSL记录协议（SSL Record Protocol）；上层为SSL
握手协议（SSL Handshake Protocol）、SSL密码变化协议（SSL Change Cipher Spec Protocol）
和SSL告警协议（SSL Alert Protocol）。 

图1-2 SSL 协议栈 

 
 

• SSL 记录协议：主要负责对上层的数据进行分块、计算并添加 MAC、加密，最后把加密后的

记录块传输给对方。 

• SSL 握手协议：用来协商通信过程中使用的加密套件（数据加密算法、密钥交换算法和 MAC
算法等），实现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身份验证，并在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安全地交换密钥。客户

端和服务器通过握手协议建立会话。一个会话包含一组参数，主要有会话 ID、对方的数字证

书、加密套件及主密钥。 

• SSL 密码变化协议：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通过密码变化协议通知对端，随后的报文都将使用新

协商的加密套件和密钥进行保护和传输。 

• SSL 告警协议：用来向对端报告告警信息，以便对端进行相应的处理。告警消息中包含告警

的严重级别和描述。 

1.1.3  SSL协议版本 

目前，SSL 协议版本主要有 SSL2.0、SSL3.0、TLS1.0（TLS1.0 对应 SSL 协议的版本号为 3.1）、
TLS1.1 和 TLS1.2。 

由于 SSL 3.0 版本存在一些已知的安全漏洞，当设备对系统安全性有较高要求时，可以在 SSL 服务

器上通过命令行关闭 SSL 3.0 版本。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的相关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

描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SSL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作为 SSL 服务器时，可以与 SSL3.0、TLS1.0、TLS1.1 和 TLS1.2 版本的 SSL 客户端通信，

还可以识别同时兼容 SSL2.0/SSL3.0/TLS1.0/TLS1.1/TLS1.2 版本的 SSL 客户端发送的报文，并通

知该客户端采用 SSL3.0/TLS1.0/TLS1.1/TLS1.2 版本与 SSL 服务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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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SL配置任务简介 

1.4.1  SSL服务器端配置任务简介 

SSL 服务器端配置任务如下： 

• 配置SSL服务器端策略 

• （可选）禁止SSL服务器使用指定的SSL版本进行SSL协商 

• （可选）配置SSL服务器端关闭SSL重协商 

1.4.2  SSL客户端配置任务简介 

SSL 客户端配置任务如下： 

• 配置SSL客户端策略 

1.5  配置SSL服务器端策略 

1. 功能简介 

SSL 服务器端策略是设备作为服务器时使用的 SSL 参数。只有与 HTTPS（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超文本传输协议的安全版本）等应用关联后，SSL 服务器端策略才能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SSL 服务器端策略，并进入 SSL 服务器端策略视图。 
ssl server-policy policy-name 

(3) 配置 SSL 服务器端策略所使用的 PKI 域。 
pki-domain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SSL 服务器端策略所使用的 PKI 域。 

如果客户端需要对服务器端进行基于数字证书的身份验证，则必须在 SSL 服务器端指定 PKI
域，并在该 PKI 域内为 SSL 服务器端申请本地数字证书。PKI 域的创建及配置方法，请参见

“安全配置指导”中的“PKI”。 

(4) 配置 SSL 服务器端策略支持的加密套件。 

（非 FIPS 模式） 
ciphersuite { dhe_rsa_aes_128_cbc_sha | dhe_rsa_aes_128_cbc_sha256 | 
dhe_rsa_aes_256_cbc_sha | dhe_rsa_aes_256_cbc_sha256 | 
ecdhe_ecdsa_aes_128_cbc_sha256 | ecdhe_ecdsa_aes_128_gcm_sha256 | 
ecdhe_ecdsa_aes_256_cbc_sha384 | ecdhe_ecdsa_aes_256_gcm_sha384 | 
ecdhe_rsa_aes_128_cbc_sha256 | ecdhe_rsa_aes_128_gcm_sha256 | 
ecdhe_rsa_aes_256_cbc_sha384 | ecdhe_rsa_aes_256_gcm_sha384 | 
exp_rsa_des_cbc_sha | exp_rsa_rc2_md5 | exp_rsa_rc4_md5 | 
rsa_3des_ede_cbc_sha | rsa_aes_128_cbc_sha | rsa_aes_128_cbc_sha2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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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_aes_256_cbc_sha | rsa_aes_256_cbc_sha256 | rsa_des_cbc_sha | 
rsa_rc4_128_md5 | rsa_rc4_128_sha } * 

（FIPS 模式） 
ciphersuite { ecdhe_ecdsa_aes_128_cbc_sha256 | 
ecdhe_ecdsa_aes_256_cbc_sha384 | ecdhe_ecdsa_aes_128_gcm_sha256 | 
ecdhe_ecdsa_aes_256_gcm_sha384 | ecdhe_rsa_aes_128_cbc_sha256 | 
ecdhe_rsa_aes_128_gcm_sha256 | ecdhe_rsa_aes_256_cbc_sha384 | 
ecdhe_rsa_aes_256_gcm_sha384 | rsa_aes_128_cbc_sha | 
rsa_aes_128_cbc_sha256 | rsa_aes_256_cbc_sha | rsa_aes_256_cbc_sha256 } 
* 

缺省情况下，SSL 服务器端策略支持所有的加密套件。 

(5) （可选）配置 SSL 服务器上缓存的最大会话数目和 SSL 会话缓存的超时时间。 
session { cachesize size | timeout time } * 

缺省情况下，SSL服务器上缓存的最大会话数目为 500个，SSL会话缓存的超时时间为 3600
秒。 

(6) 配置 SSL 服务器端对 SSL 客户端的身份验证方案。 
client-verify { enable | optional } 

缺省情况下，SSL 服务器端不要求对 SSL 客户端进行基于数字证书的身份验证。 

SSL服务器端在基于数字证书对SSL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时，除了对SSL客户端发送的证书

链进行验证，还要检查证书链中的除根 CA 证书外的每个证书是否均未被吊销。 

1.6  配置SSL客户端策略 

1. 功能简介 

SSL 客户端策略是客户端连接 SSL 服务器时使用的参数。只有与应用层协议，如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文件传输协议），关联后，SSL 客户端策略才能生效。FTP 的详细配置请参见“基础配置

指导”中的“FTP”。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环境下，建议不要为 SSL 客户端指定 SSL3.0 版本。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SSL 客户端策略，并进入 SSL 客户端策略视图。 
ssl client-policy policy-name 

(3) 配置 SSL 客户端策略所使用的 PKI 域。 
pki-domain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SSL 客户端策略所使用的 PKI 域。 

如果服务器端需要对客户端进行基于数字证书的身份验证，则必须在 SSL 客户端指定 PKI 域，

并在该 PKI 域内为 SSL 客户端申请本地数字证书。PKI 域的创建及配置方法，请参见“安全

配置指导”中的“P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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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SSL 客户端策略支持的加密套件。 

（非 FIPS 模式） 
prefer-cipher { dhe_rsa_aes_128_cbc_sha | dhe_rsa_aes_128_cbc_sha256 | 
dhe_rsa_aes_256_cbc_sha | dhe_rsa_aes_256_cbc_sha256 | 
ecdhe_ecdsa_aes_128_cbc_sha256 | ecdhe_ecdsa_aes_128_gcm_sha256 | 
ecdhe_ecdsa_aes_256_cbc_sha384 | ecdhe_ecdsa_aes_256_gcm_sha384 | 
ecdhe_rsa_aes_128_cbc_sha256 | ecdhe_rsa_aes_128_gcm_sha256 | 
ecdhe_rsa_aes_256_cbc_sha384 | ecdhe_rsa_aes_256_gcm_sha384 | 
exp_rsa_des_cbc_sha | exp_rsa_rc2_md5 | exp_rsa_rc4_md5 | 
rsa_3des_ede_cbc_sha | rsa_aes_128_cbc_sha | rsa_aes_128_cbc_sha256 | 
rsa_aes_256_cbc_sha | rsa_aes_256_cbc_sha256 | rsa_des_cbc_sha | 
rsa_rc4_128_md5 | rsa_rc4_128_sha } 

缺省情况下，SSL 客户端策略支持的加密套件为 rsa_rc4_128_md5。 

（FIPS 模式） 
prefer-cipher { ecdhe_ecdsa_aes_128_cbc_sha256 | 
ecdhe_ecdsa_aes_128_gcm_sha256 | ecdhe_ecdsa_aes_256_cbc_sha384 | 
ecdhe_ecdsa_aes_256_gcm_sha384 | ecdhe_rsa_aes_128_cbc_sha256 | 
ecdhe_rsa_aes_128_gcm_sha256 | ecdhe_rsa_aes_256_cbc_sha384 | 

ecdhe_rsa_aes_256_gcm_sha384 | rsa_aes_128_cbc_sha | 
rsa_aes_128_cbc_sha256 | rsa_aes_256_cbc_sha | 
rsa_aes_256_cbc_sha256 } 

缺省情况下，SSL 客户端策略支持的加密套件为 rsa_aes_128_cbc_sha。 

(5) 配置 SSL 客户端策略使用的 SSL 协议版本。 

（非 FIPS 模式） 
version { ssl3.0 | tls1.0 | tls1.1 | tls1.2 } 

（FIPS 模式） 
version { tls1.0 | tls1.1 | tls1.2 } 

缺省情况下，SSL 客户端策略使用的 SSL 协议版本为 TLS 1.0。 

(6) 配置客户端需要对服务器端进行基于数字证书的身份验证。 
server-verify enable 

缺省情况下，SSL 客户端需要对 SSL 服务器端进行基于数字证书的身份验证。 

1.7  禁止SSL服务器使用指定的SSL版本进行SSL协商 

1. 功能简介 

当设备对系统安全性有较高要求时可以通过配置本功能关闭对应版本号的 SSL 协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通过本功能关闭了指定版本的SSL协商功能，并不会同时关闭比其更低版本的SSL协商功能，

例如，ssl version tls1.1 disable 命令仅表示关闭了 TLS1.1 版本的 SSL 协商功能，不会

同时关闭 TLS1.0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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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禁止 SSL 服务器使用指定的 SSL 版本进行 SSL 协商。 

（非 FIPS 模式） 
ssl version { ssl3.0 | tls1.0 | tls1.1 } * disable 

缺省情况下，允许 SSL 服务器使用 SSL3.0、TLS1.0、TLS1.1 和 TLS1.2 版本的协商功能。 

（FIPS 模式） 
ssl version { tls1.0 | tls1.1 } * disable 

缺省情况下，允许使用 TLS1.0、TLS1.1 和 TLS1.2 版本的协商功能。 

1.8  配置SSL服务器端关闭SSL重协商 

1. 功能简介 

关闭 SSL 重协商是指，不允许复用已有的 SSL 会话进行 SSL 快速协商，每次 SSL 协商必须进行

完整的 SSL 握手过程。关闭 SSL 重协商会导致系统付出更多的计算开销，但可以避免潜在的风险，

安全性更高。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通常情况下，不建议关闭 SSL 重协商。本命令仅用于用户明确要求关闭重协商的场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SL 服务器端关闭 SSL 重协商。 
ssl renegotiation disable 

缺省情况下，允许 SSL 重协商。 

1.9  SSL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SSL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SSL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SSL客户端策略的信息 display ssl client-policy [ policy-name ]

显示SSL服务器端策略的信息 display ssl server-policy [ policy-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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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SSL服务器端策略典型配置举例 

1.10.1  SSL服务器端策略基本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可以通过 Web 页面访问和控制设备。为了防止非法用户访问和控制设备，提高设备管理的安

全性，设备要求用户以 HTTPS 的方式登录 Web 页面，利用 SSL 协议实现用户身份验证，并保证

传输的数据不被窃听和篡改。 

为了满足上述需求，需要进行如下配置： 

• 配置 Device 作为 HTTPS 服务器，并为 Device 申请证书。 

• 为 HTTPS 客户端 Host 申请证书，以便 Device 验证其身份。 

其中，负责为 Device 和 Host 颁发证书的认证机构为 CA server。 

 

本配置举例中，采用 Windows Server 作为 CA，在 CA 上需要安装 SCEP（Simple Certificate 
Enrollment Protocol，简单证书注册协议）插件。 

进行下面的配置之前，需要确保 Device、Host、CA 之间路由可达。 

 

2. 组网图 

图1-3 SSL 服务器端策略基本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HTTPS 服务器 Device 

# 配置 PKI 实体 en，指定实体的通用名为 http-server1、FQDN 为 ssl.security.com。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pki entity en 

[Device-pki-entity-en] common-name http-server1 

[Device-pki-entity-en] fqdn ssl.security.com 

[Device-pki-entity-en] quit 

# 配置 PKI 域 1，指定信任的 CA 名称为 CA server、注册服务器的 URL 为

http://10.1.2.2/certsrv/mscep/mscep.dll、证书申请的注册受理机构为 RA、实体名称为 en、
CRL 发布点的 URL 为 http://10.1.2.2/CertEnroll/caserver.c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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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pki domain 1 

[Device-pki-domain-1] ca identifier CA server 

[Device-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url http://10.1.2.2/certsrv/mscep/mscep.dll 

[Device-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from ra 

[Device-pki-domain-1] certificate request entity en 

[Device-pki-domain-1] crl url http://10.1.2.2/CertEnroll/caserver.crl 

# 指定证书申请使用的密钥对，用途为通用，名称为 abc，密钥长度为 1024 比特。 
[Device-pki-domain-1] public-key rsa general name abc length 1024 

[Device-pki-domain-1] quit 

# 生成本地的 RSA 密钥对。 
[Device]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name abc 

The range of public key size is (512 ~ 2048). 

If the key modulus is greater than 512,it will take a few minutes. 

Press CTRL+C to abort. 

Input the modulus length [default = 1024]: 

Generating Keys... 

..........................++++++ 

.....................................++++++ 

Create the key pair successfully. 

# 获取 CA 的证书。 
[Device] pki retrieve-certificate domain 1 ca 

The trusted CA's finger print is: 

    MD5  fingerprint:7682 5865 ACC2 7B16 6F52 D60F D998 4484 

    SHA1 fingerprint:DF6B C53A E645 5C81 D6FC 09B0 3459 DFD1 94F6 3DDE 

Is the finger print correct?(Y/N):y 

Retrieved the certificates successfully. 

# 为 Device 申请证书。 
[Device] pki request-certificate domain 1 

Start to request general certificate ... 

Certificate requested successfully. 

# 创建一个名为 myssl 的 SSL 服务器端策略。 
[Device] ssl server-policy myssl 

# 配置 SSL 服务器端策略使用的 PKI 域名为 1。 
[Device-ssl-server-policy-myssl] pki-domain 1 

# 配置服务器端需要验证客户端身份。 
[Device-ssl-server-policy-myssl] client-verify enable 

[Device-ssl-server-policy-myssl] quit 

# 配置 HTTPS 服务使用的 SSL 策略为 myssl。 
[Device] ip https ssl-server-policy myssl 

# 开启 HTTPS 服务。 
[Device] ip https enable 

# 创建本地用户 usera，密码为 123，服务类型为 https，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Device] local-user usera 

[Device-luser-usera] password simple 123 

[Device-luser-usera] service-type https 

[Device-luser-usera]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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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HTTPS 客户端 Host 

在 Host 上打开 IE 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10.1.2.2/certsrv，根据提示为 Host 申请证书。 

4. 验证配置 

在 Host 上打开 IE 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10.1.1.1，选择 CA server 为 Host 颁发的证书，即可打

开 Device 的 Web 登录页面。在登录页面，输入用户名 usera，密码 123，则可进入 Device 的 Web
配置页面，实现对 Device 的访问和控制。 

 

PKI 配置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PKI”。 

public-key local create rsa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命令参考”中的“公钥管理”。 

HTTPS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配置通过 Web 登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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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攻击检测及防范 

1.1  攻击检测及防范简介 

攻击检测及防范是一个重要的网络安全特性，它通过分析经过设备的报文的内容和行为，判断报文

是否具有攻击特征，并根据配置对具有攻击特征的报文执行一定的防范措施，例如丢弃报文。 

设备仅支持 TCP 分片攻击防范和 Login 用户字典序攻击防范功能。 

1.1.1  TCP分片攻击 

设备的包过滤功能一般是通过判断 TCP 首个分片中的五元组（源 IP 地址、源端口号、目的 IP 地址、

目的端口号、传输层协议号）信息来决定后续 TCP 分片是否允许通过。RFC 1858 对 TCP 分片报

文进行了规定，认为 TCP 分片报文中，首片报文中 TCP 报文长度小于 20 字节，或后续分片报文

中分片偏移量等于 8 字节的报文为 TCP 分片攻击报文。这类报文可以成功绕过上述包过滤功能，

对设备造成攻击。 

为防范这类攻击，可以在设备上配置 TCP 分片攻击防范功能，对 TCP 分片攻击报文进行丢弃。 

1.1.2  Login用户字典序攻击 

字典序攻击是指攻击者通过收集用户密码可能包含的字符，使用各种密码组合逐一尝试登录设备，

以达到猜测合法用户密码的目的。 

为防范这类攻击，可以在设备上配置 Login 用户延时认证功能，在用户认证失败之后，延时期间不

接受此用户的登录请求。 

1.2  配置TCP分片攻击防范 

1. 功能简介 

设备上开启 TCP 分片攻击防范功能后，能够对收到的 TCP 分片报文的长度以及分片偏移量进行合

法性检测，并丢弃非法的 TCP 分片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设备上开启了 TCP 分片攻击防范功能，并应用了单包攻击防范策略，则 TCP 分片攻击防范功

能会先于单包攻击防范策略检测并处理入方向的 TCP 报文。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TCP 分片攻击防范功能。 
attack-defense tcp fragment enable 

缺省情况下，TCP 分片攻击防范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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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配置Login用户延时认证功能 

1. 功能简介 

Login 用户登录失败后，若设备上配置了重新进行认证的等待时长，则系统将会延迟一定的时长之

后再允许用户进行认证，可以有效地避免设备受到 Login 用户字典序攻击。 

Login 用户延迟认证功能与 Login 用户攻击防范功能无关，只要配置了延迟认证等待时间，即可生

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Login 用户登录失败后重新进行认证的等待时长。 
attack-defense login reauthentication-delay seconds 

缺省情况下，Login 用户登录失败后重新进行认证不需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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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CP攻击防御 

1.1  TCP攻击防御简介 

攻击者可以利用 TCP 连接的建立过程对与其建立连接的设备进行攻击，为了避免攻击带来的危害，

设备提供了相应的技术对攻击进行检测和防范。 

1.2  配置防止Naptha攻击功能 

1. 功能简介 

Naptha 属于 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方式，主要利用操作系

统 TCP/IP 栈和网络应用程序需要使用一定的资源来控制 TCP 连接的特点，在短时间内不断地建立

大量的 TCP 连接，并且使其保持在某个特定的状态（CLOSING、ESTABLISHED、FIN_WAIT_1、
FIN_WAIT_2 和 LAST_ACK 五种状态中的一种），而不请求任何数据，那么被攻击设备会因消耗大

量的系统资源而陷入瘫痪。 

防止 Naptha 攻击功能通过加速 TCP 状态的老化，来降低设备遭受 Naptha 攻击的风险。开启防止

Naptha 攻击功能后，设备周期性地对各状态的 TCP 连接数进行检测。当某状态的最大 TCP 连接数

超过指定的最大连接数后，将加速该状态下 TCP 连接的老化。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防止 Naptha 攻击功能。 
tcp anti-naptha enable 

缺省情况下，防止 Naptha 攻击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可选）配置 TCP 连接的某一状态下的最大 TCP 连接数。 
tcp state { closing | established | fin-wait-1 | fin-wait-2 | last-ack } 

connection-limit number 

缺省情况下，CLOSING、ESTABLISHED、 FIN_WAIT_1、 FIN_WAIT_2 和 LAST_ACK 五

种状态最大 TCP 连接数均为 50。 

如果最大 TCP 连接数为 0，则表示不会加速该状态下 TCP 连接的老化。 

(4) （可选）配置 TCP 连接状态的检测周期。 
tcp check-state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TCP 连接状态的检测周期为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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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 Source Guard 
1.1  IP Source Guard简介 

IP Source Guard 功能用于对接口收到的报文进行过滤控制，通常配置在接入用户侧的接口上，以

防止非法用户报文通过，从而限制了对网络资源的非法使用（比如非法主机仿冒合法用户 IP 接入网

络），提高了接口的安全性。 

1.1.1  IP Source Guard工作原理 

如 图 1-1 所示，配置了IP Source Guard功能的接口接收到用户报文后，根据IP Source Guard绑定

表项匹配报文，如果报文的信息与某绑定表项匹配，则转发该报文；若匹配失败，则丢弃该报文。

IP Source Guard可以根据报文的源IP地址、源MAC地址和VLAN标签对报文进行过滤。报文的这些

特征项可单独或组合起来与接口进行绑定，形成IP Source Guard绑定表项。 

IP Source Guard 的绑定功能是针对接口的，一个接口配置了绑定功能后，仅对该接口接收的报文

进行限制，其它接口不受影响。 

IP Source Guard 绑定表项可以通过手工配置和动态获取两种方式生成。 

图1-1 IP Source Guard 功能示意图 

 

 

1.1.2  静态配置绑定表项 

静态配置绑定表项是指通过命令行手工配置绑定表项，该方式适用于局域网络中主机数较少且主机

使用静态配置 IP 地址的情况，比如在接入某重要服务器的接口上配置绑定表项，仅允许该接口接收

与该服务器通信的报文。 

静态绑定表项可以用于： 

• 过滤接口收到的 IP 报文。 

• 与ARP Detection功能配合使用检查接入用户的合法性。ARP Detection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

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RP 攻击防御”。 

• 与 ND Detection 功能配合使用检查接入用户的合法性。ND Detection 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安全配置指导”中的“ND 攻击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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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绑定表项又包括全局静态绑定表项和接口静态绑定表项两种类型，这两种绑定表项的作用范围

不同。 

• 全局静态绑定表项 

全局静态绑定表项是在系统视图下配置的绑定了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的表项，这类表项在设

备的所有端口上生效。全局静态绑定表项适用于防御主机仿冒攻击，可有效过滤攻击者通过仿

冒合法用户主机的 IP 地址或者 MAC 地址向设备发送的伪造 IP 报文。 

• 接口静态绑定表项 

端口静态绑定是在端口上配置的绑定了 IP 地址、MAC 地址、VLAN 以及相关组合的表项，这

类表项仅在当前端口上生效。只有端口收到的报文的 IP 地址、MAC 地址、VLAN 与端口上配

置的绑定表项的各参数完全匹配时，报文才可以在该端口被正常转发，其它报文都不能被转发，

该表项适用于检查端口上接入用户的合法性。 

1.1.3  动态获取绑定表项 

动态获取绑定表项是指通过获取其它模块生成的用户信息来生成绑定表项。动态绑定表项中可能包

含的内容：MAC地址、IP地址/IPv6地址、VLAN信息、入接口信息及表项类型（DHCPv4/v6 Snooping、
DHCPv4/v6 中继等）。 

这种动态获取绑定表项的方式，通常适用于局域网络中主机较多的情况。以主机使用 DHCP 动态获

取 IP 地址的情况为例，其原理是每当局域网内的主机通过 DHCP 服务器获取到 IP 地址时，DHCP
服务器会生成一条 DHCP 服务器表项，DHCP 中继会生成一条 DHCP 中继表项，DHCP Snooping
会生成一条 DHCP Snooping 表项。IP Source Guard 可以根据以上任何一条 DHCP 表项相应地增

加一条 IP Source Guard绑定表项来判断是否允许该用户访问网络。如果某个用户私自设置 IP地址，

则不会触发设备生成相应的 DHCP 表项，IP Source Guard 也不会增加相应的绑定表项，因此该用

户的报文将会被丢弃。 

1. IPv4 动态绑定功能 

在配置了 IPv4 动态绑定功能的接口上，IP Source Guard 通过与不同的模块配合动态生成绑定表项： 

表1-1 IPv4 动态绑定功能信息表 

接口类型 表项来源模块 用途 

二层以太网接口 

DHCP Snooping、802.1X 报文过滤 

ARP Snooping 配合其它模块（例如ARP Detection）提供

相关的安全服务，而不直接用于过滤报文

VLAN接口 

DHCP中继 报文过滤 

DHCP服务器 配合其它模块（例如授权ARP）提供相关

的安全服务，而不直接用于过滤报文 

 

802.1X 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802.1X”。ARP Snooping 功能的详细介绍

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ARP” 。DHCP Snooping 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

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 Snooping”。DHCP 中继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

-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 中继”。DHCP 服务器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

配置指导”中的“DHC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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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v6 动态绑定功能 

在配置了 IPv6 动态绑定功能的接口上，IP Source Guard 通过与不同模块配合动态生成绑定表项： 

表1-2 IPv6 动态绑定功能信息表 

接口类型 表项来源模块 用途 

二层以太网接口 
DHCPv6 Snooping、ND 
Snooping 报文过滤 

802.1X 

VLAN接口 DHCPv6中继 报文过滤 

 

DHCPv6 Snooping 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的“DHCPv6 Snooping”。
ND Snooping 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的“IPv6 基础”。DHCPv6 中

继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v6 中继”。 

1.2  IP Source Guard配置任务简介 

IPv4 绑定功能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IPv4 接口绑定功能 

(2) （可选）配置IPv4 静态绑定表项 

(3) （可选）配置IP Source Guard免过滤条件 

IPv6 绑定功能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IPv6 接口绑定功能 

(2) （可选）配置IPv6 静态绑定表项 

1.3  配置IPv4绑定功能 

1.3.1  配置IPv4 接口绑定功能 

1. 功能简介 

配置了IPv4 接口绑定功能的接口，将打开根据绑定表项过滤报文的开关，并利用配置的IPv4 静态

绑定表项和从其它模块获取的IPv4 动态绑定表项对接口转发的报文进行过滤或者配合其它模块提

供相关的安全服务。IPv4静态绑定表项中指定的信息均用于IP Source Guard过滤接口收到的报文，

具体配置请参考“1.3.2  配置IPv4 静态绑定表项”。 

IP Source Guard 依据该表项中的哪些信息过滤接口收到的报文，由 IPv4 接口绑定配置决定： 

• 若接口上配置动态绑定功能时绑定了源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则只有接口上收到的报文的源

IPv4 地址和源 MAC 地址都与某动态绑定表项匹配，该报文才能被正常转发，否则将被丢弃； 

• 若接口上配置动态绑定功能时仅绑定了源 IP 地址，则只有该接口收到的报文的源 IPv4 地址与

某动态绑定表项匹配，该报文才会被正常转发，否则将被丢弃； 

• 若接口上配置动态绑定功能时仅绑定了源 MAC 地址，则只有该接口收到的报文的源 MAC 地

址与某动态绑定表项匹配，该报文才会被正常转发，否则将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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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要实现 IPv4 动态绑定功能，请保证网络中的 802.1X、ARP Snooping 、DHCP Snooping、DHCP
中继或 DHCP 服务器配置有效且工作正常。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可支持二层以太网端口/VLAN 接口。 

(3) 开启 IPv4 接口绑定功能。 
ip verify source { ip-address | ip-address mac-address | mac-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 IPv4 接口绑定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3.2  配置IPv4 静态绑定表项 

1. 功能简介 

IPv4 静态绑定表项包括全局的 IPv4 静态绑定表项和接口的 IPv4 静态绑定表项。接口的 IPv4 静态

绑定表项和动态绑定表项的优先级高于全局的 IPv4 静态绑定表项，即接口优先使用本接口上的静

态或动态绑定表项对收到的报文进行匹配，若匹配失败，再与全局的静态绑定表项进行匹配。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全局的 IPv4 静态绑定表项中定义了接口允许转发的报文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对设备的所有接

口都生效。 

在与 ARP Detection 功能配合时，绑定表项中必须指定 IP、MAC 和 VLAN 参数，且该 VLAN 为使

能 ARP Detection 功能的 VLAN，否则 ARP 报文将无法通过接口的 IPv4 静态绑定表项的检查。 

3. 配置全局的IPv4 静态绑定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全局的 IPv4 静态绑定表项。 
ip source binding ip-address ip-address mac-address mac-address 

4. 配置接口的IPv4 静态绑定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可支持二层以太网端口/VLAN 接口。 

(3) 配置接口的 IPv4 静态绑定表项。 
ip source binding { ip-address ip-address | ip-address ip-address 
mac-address mac-address | mac-address mac-address } [ vlan vlan-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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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表项不能在同一个接口上重复绑定，但可以在不同的接口上绑定。 

1.3.3  配置IP Source Guard免过滤条件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在接口上配置了 IPv4 绑定功能后，接口上会丢弃所有无绑定表项的 IPv4 报文。为避

免特定用户的报文由于没有匹配的绑定表项而被丢弃，可配置 IP Source Guard 免过滤条件，允许

接口直接放行匹配上免过滤条件的 IPv4 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P Source Guard 免过滤条件。 
ip verify source exclude vlan start-vlan-id [ to end-vlan-id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免过滤条件。 

可以通过多次执行本命令，配置多个 IP Source Guard 免过滤 VLAN，但不同命令中的 VLAN
范围不能重叠。 

1.4  配置IPv6绑定功能 

1.4.1  配置IPv6 接口绑定功能 

1. 功能简介 

配置了IPv6 接口绑定功能的接口，将打开根据绑定表项过滤报文的开关，并利用配置的IPv6 静态

绑定表项和从其他模块获取的IPv6 动态绑定表项对接口转发的报文进行过滤。IPv6 静态绑定表项

中指定的信息均用于IP Source Guard过滤接口收到的报文，具体配置请参考“1.4.2  配置IPv6 静

态绑定表项”。 

IP Source Guard 依据该表项中的哪些信息过滤接口收到的报文，由 IPv6 接口绑定配置决定： 

• 若接口上配置动态绑定功能时绑定了源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则只有接口上收到的报文的源

IPv6 地址和源 MAC 地址都与某动态绑定表项匹配，该报文才能被正常转发，否则将被丢弃； 

• 若接口上配置动态绑定功能时仅绑定了源 IP 地址，则只有该接口收到的报文的源 IPv6 地址与

某动态绑定表项匹配，该报文才会被正常转发，否则将被丢弃； 

• 若接口上配置动态绑定功能时仅绑定了源 MAC 地址，则只有该接口收到的报文的源 MAC 地

址与某动态绑定表项匹配，该报文才会被正常转发，否则将被丢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要实现 IPv6 动态绑定功能，请保证网络中的 DHCPv6 Snooping、DHCPv6 Relay 或 ND Snooping
配置有效且工作正常。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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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可支持二层以太网端口/VLAN 接口。 

(3) 配置 IPv6 接口绑定功能。 
ipv6 verify source { ip-address | ip-address mac-address | mac-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接口的 IPv6 接口绑定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2  配置IPv6 静态绑定表项 

1. 功能简介 

IPv6 静态绑定功能包括全局的 IPv6 静态绑定功能和接口的 IPv6 静态绑定功能。接口的 IPv6 静态

绑定表项和 IPv6 动态绑定表项的优先级高于全局的 IPv6 静态绑定表项，即接口优先使用本接口上

的 IPv6 静态或动态绑定表项对收到的报文进行匹配，若匹配失败，再与全局的 IPv6 静态绑定表项

进行匹配。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全局的 IPv6 静态绑定表项中定义了接口允许转发的报文的 IPv6 地址和 MAC 地址，对设备的所有

接口都生效。 

在与 ND Detection 功能配合时，绑定表项中必须指定 VLAN 参数，且该 VLAN 为使能 ND Detection
功能的 VLAN，否则 ND 报文将无法通过接口的 IPv6 静态绑定表项的检查。 

3. 配置全局的IPv6 静态绑定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全局的 IPv6 静态绑定表项。 
ipv6 source binding ip-address ipv6-address mac-address mac-address 

4. 配置接口的IPv6 静态绑定表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可支持二层以太网端口/VLAN 接口。 

(3) 配置接口的 IPv6 静态绑定表项。 
ipv6 source binding { ip-address ipv6-address | ip-address ipv6-address 
mac-address mac-address | mac-address mac-address } [ vlan vlan-id ] 

同一个表项不能在同一个接口上重复绑定，但可以在不同接口上绑定。 

1.5  IP Source Guard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IP Source Guard 的运行情

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1-7 

表1-3 IP Source Guard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Pv4绑定表项信息 

display ip source binding [ static | [ arp-snooping | dhcp-relay 
| dhcp-server | dhcp-snooping | dot1x ] ] [ ip-address 
ip-address ] [ mac-address mac-address ] [ vlan vlan-id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 Source Guard免过

滤条件生效情况 
display ip verify source excluded [ vlan start-vlan-id [ to 
end-vlan-id ]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地址绑定表项信息 

display ipv6 source binding [ static | [ dhcpv6-snooping | 
dot1x ] ] [ ip-address ipv6-address ] [ mac-address mac-address ] 
[ vlan vlan-id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slot slot-number ] 

显示IPv6前缀绑定表项信息 
display ipv6 source binding pd [ prefix prefix/prefix-length ] 
[ mac-address mac-address ] [ vlan vlan-id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slot slot-number ] 

 

1.6  IP Source Guard典型配置举例 

1.6.1  IPv4 静态绑定表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2 所示，Host A、Host B分别与Device A的接口GigabitEthernet1/0/2、GigabitEthernet1/0/1
相连。各主机均使用静态配置的IP地址。 

要求通过在 Device A 上配置 IPv4 静态绑定表项，满足以下各项应用需求： 

• Device A 上的所有接口都允许 Host A 发送的 IP 报文通过。 

• Device A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允许 Host B 发送的 IP 报文通过。 

2. 组网图 

图1-2 配置静态表项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 Device A 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开启 IPv4 接口绑定功能，绑定源 IP 地址和 MAC 地址。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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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ip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 IPv4静态绑定表项，在Device A上的所有接口都允许MAC地址为 0001-0203-0406、
IP 地址为 192.168.0.1 的数据终端 Host A 发送的 IP 报文通过。 
[DeviceA] ip source binding ip-address 192.168.0.1 mac-address 0001-0203-0406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IPv4 接口绑定功能，绑定源 IP 地址和 MAC 地址。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ip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 配置 IPv4 静态绑定表项，在 Device A 的 GigabitEthernet1/0/1 上允许 MAC 地址为

0001-0203-0407 的数据终端 Host B 发送的 IP 报文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ip source binding mac-address 0001-0203-0407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 在 Device A 上显示 IPv4 静态绑定表项，可以看出以上配置成功。 
<DeviceA> display ip source binding static 

Total entries found: 2 

IP Address      MAC Address    Interface                VLAN Type 

192.168.0.1     0001-0203-0406 N/A                      N/A  Static 

N/A             0001-0203-0407 GE1/0/1                  N/A  Static 

1.6.2  与DHCP Snooping配合的IPv4 动态绑定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HCP 客户端通过 Device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入网络，通过 DHCP 服务器获取 IPv4 地

址。 

具体应用需求如下： 

• Device 上使能 DHCP Snooping 功能，保证客户端从合法的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且记录客户

端 IPv4 地址及 MAC 地址的绑定关系。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启用 IPv4 动态绑定功能，利用动态生成的 DHCP Snooping
表项过滤接口接收的报文，只允许通过 DHCP 服务器动态获取 IP 地址的客户端接入网络。

DHCP 服务器的具体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 服务器”。 

2. 组网图 

图1-3 配置与 DHCP Snooping 配合的 IPv4 动态绑定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HCP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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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 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dhcp snooping enable 

# 设置与 DHCP 服务器相连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信任接口。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dhcp snooping trust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IPv4 接口绑定功能 

# 开启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IPv4 接口绑定功能，绑定源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并启

用接口的 DHCP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ip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从 DHCP Snooping 获取的动态表项。 
[Device] display ip source binding dhcp-snooping 

Total entries found: 1 

IP Address      MAC Address    Interface                VLAN Type 

192.168.0.1     0001-0203-0406 GE1/0/1                  1    DHCP snooping 

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在配置 IPv4 接口绑定功能之后，会根据该表项进行报文过滤。 

1.6.3  与DHCP中继配合的IPv4 动态绑定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通过接口Vlan-interface100和Vlan-interface200分别与客户端Host和DHCP服务器相连。

Switch 上使能 DHCP 中继功能。 

具体应用需求如下： 

• Host 通过 DHCP 中继从 DHCP 服务器上获取 IP 地址。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启用 IPv4 动态绑定功能，利用 Switch 上生成的 DHCP 中继表项，

过滤接口接收的报文。 

2. 组网图 

图1-4 配置动态绑定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IPv4 动态绑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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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略）。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100 上开启 IPv4 接口绑定功能，绑定源 IP 地址和 MAC 地址。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ip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Switch-Vlan-interface100] quit 

(2) 配置 DHCP 中继 

# 开启 DHCP 服务。 
[Switch] dhcp enable 

# 开启 DHCP 中继用户地址表项记录功能。 
[Switch]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record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100 工作在 DHCP 中继模式。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0 

[Switch-Vlan-interface100] dhcp select relay 

# 指定 DHCP 服务器的地址。 
[Switch-Vlan-interface100]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10.1.1.1 

[Switch-Vlan-interface100]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生成的 IPv4 动态绑定表项信息。 
[Switch] display ip source binding dhcp-relay 

Total entries found: 1 

IP Address      MAC Address    Interface                VLAN Type 

192.168.0.1     0001-0203-0406 Vlan100                  100  DHCP relay 

1.6.4  IPv6 静态绑定表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IPv6 客户端通过 Device 的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入网络。要求在 Device 上配置 IPv6 静态绑

定表项，使得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只允许 Host（MAC 地址为 0001-0202-0202、IPv6 地址

为 2001::1）发送的 IPv6 报文通过。 

2. 组网图 

图1-5 配置 IPv6 静态绑定表项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IPv6 接口绑定功能，绑定源 IP 地址和 MAC 地址。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ipv6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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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 IPv6静态绑定表项，绑定源 IP 地址和 MAC地址，只允许 IPv6
地址为 2001::1 且 MAC 地址为 00-01-02-02-02-02 的 IPv6 报文通过。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ipv6 source binding ip-address 2001::1 mac-address 
0001-0202-02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 在 Device 上显示 IPv6 静态绑定表项，可以看出以上配置成功。 
[Device] display ipv6 source binding static 

Total entries found: 1 

IPv6 Address         MAC Address    Interface               VLAN Type 

2001::1              0001-0202-0202 GE1/0/1                 N/A  Static 

1.6.5  与DHCPv6 Snooping配合的IPv6 动态地址绑定表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HCPv6客户端通过Device的接口GigabitEthernet1/0/1接入网络，通过DHCPv6服务器获取 IPv6
地址。 

具体应用需求如下： 

• Device 上使能 DHCPv6 Snooping 功能，保证客户端从合法的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且记录客

户端 IPv6 地址及 MAC 地址的绑定关系。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启用 IPv6 动态绑定功能，利用动态生成的 DHCPv6 Snooping
表项过滤接口接收的报文，只允许通过 DHCPv6 服务器动态获取 IP 地址的客户端接入网络。 

2. 组网图 

图1-6 配置与 DHCPv6 Snooping 配合的 IPv6 动态地址绑定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HCPv6 Snooping 

# 全局使能 DHCPv6 Snooping 功能。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ipv6 dhcp snooping enable 

# 配置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信任接口。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ipv6 dhcp snooping trust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IPv6 接口绑定功能 

# 开启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IPv6 接口绑定功能，绑定源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并启

用接口的 DHCPv6 Snooping 地址表项记录功能。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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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ipv6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 客户端通过 DHCPv6 server 成功获取 IP 地址之后，通过执行以下命令可查看到已生成的 IPv6 动

态地址绑定表项信息。 
[Device] display ipv6 source binding dhcpv6-snooping 

Total entries found: 1 

IPv6 Address         MAC Address    Interface               VLAN Type 

2001::1              040a-0000-0001 GE1/0/1                 1    DHCPv6 snooping 

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在配置 IPv6 接口绑定功能之后，会根据该表项进行报文过滤。 

1.6.6  与DHCPv6 Snooping配合的IPv6 动态前缀绑定表项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HCPv6客户端通过Device的接口GigabitEthernet1/0/1接入网络，通过DHCPv6服务器获取 IPv6
前缀。 

具体应用需求如下： 

• Device 上开启了 DHCPv6 Snooping 功能，保证 DHCPv6 客户端从合法的服务器获取前缀，

且记录对应的 DHCPv6 Snooping 前缀表项。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上启用 IPv6动态绑定功能，利用动态生成的 DHCPv6 Snooping
前缀表项过滤接口接收的报文，只允许通过DHCPv6服务器动态获取前缀生成 IPv6地址的客

户端接入网络。 

2. 组网图 

图1-7 配置与 DHCPv6 Snooping 配合的 IPv6 动态前缀绑定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HCPv6 Snooping 

# 开启 DHCPv6 Snooping 功能。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ipv6 dhcp snooping enable 

# 配置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DHCPv6 Snooping 信任接口。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ipv6 dhcp snooping trust 

[Devic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开启 DHCPv6 Snooping 前缀表项记录功能。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ipv6 dhcp snooping pd binding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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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IPv6 接口绑定功能 

# 开启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IPv6 接口绑定功能。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ipv6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 DHCPv6 客户端通过 DHCPv6 服务器成功获取前缀信息之后，可通过执行以下命令可查看到设备

上生成的 DHCPv6 前缀表项信息。 
[Device] display ipv6 source binding pd 

Total entries found: 1 

IPv6 prefix          MAC address    Interface               VLAN 

2001:410:1::/48      0010-9400-0004 GE1/0/1                 1 

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在配置 IPv6 接口绑定功能之后，会根据该表项进行报文过滤。 

1.6.7  与DHCPv6 中继配合的IPv6 动态绑定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通过接口 Vlan-interface3 和 Vlan-interface2 分别与客户端和 DHCPv6 服务器相连。通过在

Switch 上使能 DHCPv6 中继功能，实现如下需求： 

• 客户端通过 DHCPv6 中继从 DHCPv6 服务器上获取 IPv6 地址。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3 上启用 IPv6 动态绑定功能，利用 Switch 上生成的 DHCPv6 中继表项，

过滤接口接收的报文。 

2. 组网图 

图1-8 配置与 DHCPv6 中继配合的 IPv6 动态绑定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HCPv6 中继 

# 创建 VLAN、将接口加入到 VLAN，并配置 VLAN 接口的 IPv6 地址（略）。 

# 配置接口 Vlan-interface3 工作在 DHCPv6 中继模式。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Vlan-interface3] ipv6 dhcp select relay 

# 开启 DHCPv6 中继用户地址表项记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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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Vlan-interface3] ipv6 dhcp relay client-information record 

# 指定 DHCPv6 服务器的地址。 
[Switch-Vlan-interface3] ipv6 dhcp relay server-address 2::2 

[Switch-Vlan-interface3] quit 

(2) 配置 IPv6 动态绑定功能 

# 在接口 Vlan-interface3 上开启 IPv6 接口绑定功能，绑定源 IP 地址和 MAC 地址。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Vlan-interface3] ipv6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Switch-Vlan-interface3]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生成的 IPv6 动态绑定表项信息。 
[Switch] display ipv6 source binding dhcpv6-relay 

Total entries found: 1 

IP Address      MAC Address    Interface                VLAN Type 

1::2            0001-0203-0406 Vlan3                    3    DHCPv6 r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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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P攻击防御 

1.1  ARP攻击防御简介 

设备提供了多种 ARP 攻击防御技术对局域网中的 ARP 攻击和 ARP 病毒进行防范、检测和解决。

常见的 ARP 攻击方式包括： 

• 攻击者通过向设备发送大量目标 IP 地址不能解析的 IP 报文，使得设备试图反复地对目标 IP
地址进行解析，导致 CPU 负荷过重及网络流量过大。 

• 攻击者向设备发送大量 ARP 报文，对设备的 CPU 形成冲击。 

• 攻击者可以仿冒用户、仿冒网关发送伪造的 ARP 报文，使网关或主机的 ARP 表项不正确，

从而对网络进行攻击。 

1.2  ARP攻击防御配置任务简介 

如下所有配置均为可选，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置。 

• 防止泛洪攻击 

 配置ARP防止IP报文攻击功能 

 配置ARP报文限速功能 

 配置源MAC地址固定的ARP攻击检测功能 

• 防止仿冒用户、仿冒网关攻击 

 配置ARP报文源MAC地址一致性检查功能 

 配置ARP主动确认功能 

 配置授权ARP功能 

 配置ARP Detection功能 

 配置ARP自动扫描、固化功能 

 配置ARP网关保护功能 

 配置ARP过滤保护功能 

 配置ARP报文发送端IP地址检查功能 

1.3  配置ARP防止IP报文攻击功能 

1.3.1  功能简介 

如果网络中有主机通过向设备发送大量目标 IP 地址不能解析的 IP 报文来攻击设备，则会造成下面

的危害： 

• 设备向目的网段发送大量 ARP 请求报文，加重目的网段的负载。 

• 设备会试图反复地对目标 IP 地址进行解析，增加了 CPU 的负担。 

为避免这种 IP 报文攻击所带来的危害，设备提供了下列两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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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P 源抑制功能：如果发送攻击报文的源是固定的，可以采用 ARP 源抑制功能。开启该功能

后，如果网络中每 5 秒内从某 IP 地址向设备某接口发送目的 IP 地址不能解析的 IP 报文超过

了设置的阈值，则设备将不再处理由此 IP 地址发出的 IP 报文直至该 5 秒结束，从而避免了恶

意攻击所造成的危害。 

• ARP 黑洞路由功能：无论发送攻击报文的源是否固定，都可以采用 ARP 黑洞路由功能。开启

该功能后，一旦接收到目标 IP 地址不能解析的 IP 报文，设备立即产生一个黑洞路由，并同时

发起 ARP 主动探测，如果在黑洞路由老化时间内 ARP 解析成功，则设备马上删除此黑洞路

由并开始转发去往该地址的报文，否则设备直接丢弃该报文。在删除黑洞路由之前，后续去

往该地址的 IP 报文都将被直接丢弃。用户可以通过命令配置 ARP 请求报文的发送次数和发送

时间间隔。等待黑洞路由老化时间过后，如有报文触发则再次发起解析，如果解析成功则进

行转发，否则仍然产生一个黑洞路由将去往该地址的报文丢弃。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地防止 IP
报文的攻击，减轻 CPU 的负担。 

1.3.2  配置ARP源抑制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ARP 源抑制功能。 
arp source-suppress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源抑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ARP 源抑制的阈值。 
arp source-suppression limit limit-value 

缺省情况下，ARP 源抑制的阈值为 10。 

1.3.3  配置ARP黑洞路由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当用户配置的 ARP 主动探测总时长（发送次数×发送时间间隔）大于黑洞路由老化时间时，系统

只会取小于等于该老化时间的最大值作为真正的探测总时长。 

当发起 ARP 主动探测过程结束且生成的黑洞路由还未老化时，设备无法主动对黑洞路由对应的设

备进行 ARP 解析，为了缓解该问题，用户可以配置较大的发送 ARP 请求报文次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ARP 黑洞路由功能。 
arp resolving-route enable 

ARP 黑洞路由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3) （可选）配置发送 ARP 请求报文的次数。 
arp resolving-route probe-count count 

缺省情况下，发送 ARP 请求报文的次数为 3 次。 

(4) （可选）配置发送 ARP 请求报文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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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 resolving-route probe-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发送 ARP 请求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1 秒。 

1.3.4  ARP防止IP报文攻击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ARP 源抑制的运行情况，通

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ARP 防止 IP 报文攻击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ARP源抑制的配置信息 display arp source-suppression 

 

1.3.5  ARP防止IP报文攻击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某局域网内存在两个区域：研发区和办公区，分别属于VLAN 10 和VLAN 20，通过接入交换机连接

到网关Device，如 图 1-1 所示。 

网络管理员在监控网络时发现办公区存在大量 ARP 请求报文，通过分析认为存在 IP 泛洪攻击，为

避免这种 IP 报文攻击所带来的危害，可采用 ARP 源抑制功能和 ARP 黑洞路由功能。 

2. 组网图 

图1-1 ARP 防止 IP 报文攻击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如果发送攻击报文的源地址是固定的，需要配置 ARP 源抑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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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 ARP 源抑制功能，并配置 ARP 源抑制的阈值为 100。即当每 5 秒内的 ARP 请求报文

的流量超过 100 后，对于由此 IP 地址发出的 IP 报文，设备不允许其触发 ARP 请求，直至 5
秒后再处理。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arp source-suppression enable 

[Device] arp source-suppression limit 100 

• 如果发送攻击报文的源地址是不固定的，需要配置 ARP 黑洞路由功能 

# 开启 ARP 黑洞路由功能。 
[Device] arp resolving-route enable 

1.4  配置ARP报文限速功能 

1. 功能简介 

ARP 报文限速功能是指对上送 CPU 的 ARP 报文进行限速，可以防止大量 ARP 报文对 CPU 进行

冲击。例如，在配置了 ARP Detection 功能后，设备会将收到的 ARP 报文重定向到 CPU 进行检查，

这样引入了新的问题：如果攻击者恶意构造大量 ARP报文发往设备，会导致设备的CPU负担过重，

从而造成其他功能无法正常运行甚至设备瘫痪，这个时候可以配置 ARP 报文限速功能来控制接口

收到 ARP 报文的速率。 

设备上配置 ARP 报文限速功能后，当接口上单位时间收到的 ARP 报文数量超过用户设定的限速值，

设备处理方式如下： 

• 当开启了 ARP 模块的告警功能后，设备将这个时间间隔内的超速峰值作为告警信息发送出去，

生成的告警信息将发送到设备的 SNMP 模块，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

定告警信息输出的相关特性。有关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命令参考”

中的 SNMP； 

• 当开启了 ARP 限速日志功能后，设备将这个时间间隔内的超速峰值作为日志的速率值发送到

设备的信息中心，通过设置信息中心的参数，最终决定日志报文的输出规则（即是否允许输

出以及输出方向）。有关信息中心参数的配置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

中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建议用户在配置了ARP Detection、ARP Snooping、MFF，或者发现有ARP泛洪攻击的情况

下，配置 ARP 报文限速功能。 

• 为防止过多的告警和日志信息干扰用户工作，用户可以设定较大的信息发送时间间隔。当用

户设定的时间间隔超时时，设备执行发送告警或日志的操作。 

• 如果开启了 ARP 报文限速的告警和日志功能，并在二层聚合接口上开启了 ARP 报文限速功

能，则只要聚合成员接口上的 ARP 报文速率超过用户设定的限速值，就会发送告警和日志信

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开启 ARP 模块的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arp [ rate-lim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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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ARP 模块的告警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可选）开启 ARP 报文限速日志功能。 
arp rate-limit 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 ARP 报文限速日志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当设备收到的 ARP 报文速率超过用户设定的限速值时，设备发送告警或日志的

时间间隔。 
arp rate-limit log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当设备收到的 ARP 报文速率超过用户设定的限速值时，设备发送告警或日志的

时间间隔为 60 秒。 

(5)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支持的接口类型包括二层以太网接口、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6) 开启 ARP 报文限速功能，并指定 ARP 报文限速速率。 
arp rate-limit [ pps ] 

缺省情况下，ARP 报文限速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5  配置源MAC地址固定的ARP攻击检测功能 

1.5.1  功能简介 

本特性根据 ARP 报文的源 MAC 地址对上送 CPU 的 ARP 报文进行统计，在 5 秒内，如果收到同一

源 MAC 地址（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报文超过一定的阈值，则认为存在攻击，系统会将此

MAC 地址添加到攻击检测表项中。当开启了 ARP 日志信息功能（配置 arp check log enable

命令），且在该攻击检测表项老化之前，如果设置的检查模式为过滤模式，则会打印日志信息并且

将该源 MAC 地址发送的 ARP 报文过滤掉；如果设置的检查模式为监控模式，则只打印日志信息，

不会将该源 MAC 地址发送的 ARP 报文过滤掉。 

对于已添加到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攻击检测表项中的 MAC 地址，在等待设置的老化时间后，

会重新恢复成普通 MAC 地址。 

关于 ARP 日志信息功能的详细描述，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ARP”。 

1.5.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切换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攻击检查模式时，如果从监控模式切换到过滤模式，过滤模式马上生

效；如果从过滤模式切换到监控模式，已生成的攻击检测表项，到表项老化前还会继续按照过滤模

式处理。 

对于网关或一些重要的服务器，可能会发送大量 ARP 报文，为了使这些 ARP 报文不被过滤掉，可

以将这类设备的MAC地址配置成保护MAC地址，这样，即使该设备存在攻击也不会被检测或过滤。 

1.5.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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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启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攻击检测功能，并选择检查模式。 
arp source-mac { filter | monitor } 

缺省情况下，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攻击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报文攻击检测的阈值。 
arp source-mac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报文攻击检测的阈值为 30。 

(4) 配置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攻击检测表项的老化时间。 
arp source-mac aging-time time 

缺省情况下，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攻击检测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300 秒，即 5 分钟。 

(5) （可选）配置保护 MAC 地址。 
arp source-mac exclude-mac mac-address&<1-n>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任何保护 MAC 地址。 

1.5.4  源MAC地址固定的ARP攻击检测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攻

击检测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攻击检测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检测到的源MAC地址固定的ARP攻
击检测表项 

display arp source-mac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slot slot-number } 

 

1.5.5  源MAC地址固定的ARP攻击检测功能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某局域网内客户端通过网关与外部网络通信，网络环境如 图 1-2 所示。 

网络管理员希望能够防止因恶意用户对网关 Device 发送大量 ARP 报文，造成设备 Device 瘫痪，

并导致其它用户无法正常地访问外部网络；同时，Device 对于正常的大量 ARP 报文仍然会进行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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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2 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攻击检测功能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开启源 MAC 固定 ARP 攻击检测功能，并选择过滤模式。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arp source-mac filter 

# 配置源 MAC 固定 ARP 报文攻击检测阈值为 30 个。 
[Device] arp source-mac threshold 30 

# 配置源 MAC 地址固定的 ARP 攻击检测表项的老化时间为 60 秒。 
[Device] arp source-mac aging-time 60 

# 配置源 MAC 固定攻击检查的保护 MAC 地址为 0012-3f86-e94c。 
[Device] arp source-mac exclude-mac 0012-3f86-e94c 

1.6  配置ARP报文源MAC地址一致性检查功能 

1.6.1  功能简介 

ARP 报文源 MAC 地址一致性检查功能主要应用于网关设备上，防御以太网数据帧首部中的源 MAC
地址和 ARP 报文中的源 MAC 地址不同的 ARP 攻击。 

配置本特性后，网关设备在进行 ARP 学习前将对 ARP 报文进行检查。如果以太网数据帧首部中的

源 MAC 地址和 ARP 报文中的源 MAC 地址不同，则认为是攻击报文，将其丢弃；否则，继续进行

ARP 学习。 

1.6.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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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开启 ARP 报文源 MAC 地址一致性检查功能。 
arp valid-check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报文源 MAC 地址一致性检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  配置ARP主动确认功能 

1. 功能简介 

ARP 的主动确认功能主要应用于网关设备上，防止攻击者仿冒用户欺骗网关设备。 

配置 ARP 主动确认功能后，设备在新建或更新 ARP 表项前需进行主动确认，防止产生错误的 ARP
表项。 

配置严格模式后，新建 ARP 表项前，ARP 主动确认功能会执行更严格的检查： 

• 收到目标 IP 地址为自己的 ARP 请求报文时，设备会发送 ARP 应答报文，但不建立 ARP 表

项； 

• 收到 ARP 应答报文时，需要确认本设备是否对该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发起过 ARP 解析：若发

起过解析，解析成功后则设备启动主动确认功能，主动确认流程成功完成后，设备可以建立

该表项；若未发起过解析，则设备丢弃该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ARP 主动确认功能。 
arp active-ack [ strict ]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主动确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在严格模式下，只有 ARP 黑洞路由功能处于开启状态，ARP 主动确认功能才能生效。 

1.8  配置授权ARP功能 

1.8.1  功能简介 

所谓授权 ARP（Authorized ARP），就是动态学习 ARP 的过程中，只有和 DHCP 服务器生成的租

约或 DHCP 中继生成的安全表项一致的 ARP 报文才能够被学习。关于 DHCP 服务器和 DHCP 中

继的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 服务器”和“DHCP 中继”。 

配置接口的授权 ARP 功能后，可以防止用户仿冒其他用户的 IP 地址或 MAC地址对网络进行攻击，

保证只有合法的用户才能使用网络资源，增加了网络的安全性。 

1.8.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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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接口类型包括 VLAN 接口视图。 

(3) 开启授权 ARP 功能。 
arp authorized enable 

缺省情况下，接口下的授权 AR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9  配置ARP Detection功能 

1.9.1  功能简介 

ARP Detection功能主要应用于接入设备上，通过检测并丢弃非法用户的ARP报文来防止仿冒用户、

仿冒网关的攻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功能： 

• 用户合法性检查； 

• ARP 报文有效性检查； 

• ARP 报文强制转发； 

• ARP Detection 忽略端口匹配检查； 

• ARP Detection 日志功能。 

如果既配置了报文有效性检查功能，又配置了用户合法性检查功能，那么先进行报文有效性检查，

然后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 

ARP Detection 功能与 ARP Snooping 功能不能同时配置，否则会导致 ARP Snooping 表项无法生

成。 

1.9.2  用户合法性检查 

1. 功能简介 

对于 ARP 信任接口，不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对于 ARP 非信任接口，需要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

以防止仿冒用户的攻击。 

用户合法性检查是根据 ARP 报文中源 IP 地址和源 MAC 地址检查用户是否是所属 VLAN 所在接口

上的合法用户，包括基于用户合法性规则检查、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的检查、基于 DHCP 
Snooping 表项的检查和基于 802.1X 安全表项的检查。设备收到 ARP 报文后，首先进行基于用户

合法性规则检查，如果找到与报文匹配的规则，则按照该规则对报文进行处理；如果未找到与报文

匹配的规则，则继续进行基于 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的检查、基于 DHCP Snooping 表项

的检查和基于 802.1X 安全表项的检查。只要符合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就认为该 ARP 报文合法，进

行转发。如果所有检查都没有找到匹配的表项，则认为是非法报文，直接丢弃。 

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通过 ip source binding 命令生成，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

指导”中的“IP Source Guard”。DHCP Snooping 安全表项通过 DHCP Snooping 功能自动生成，

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 Snooping”。 

802.1X 安全表项通过 802.1X 功能产生，802.1X 用户需要使用支持将 IP 地址上传的客户端，用户

通过了 802.1X 认证并且将 IP 地址上传至配置 ARP Detection 的设备后，设备自动生成可用于 ARP 
Detection 的用户合法性检查的 802.1X 安全表项。802.1X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

的“802.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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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用户合法性检查功能时，必须至少配置用户合法性规则或者 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

DHCP Snooping 功能和 802.1X 功能四者之一，否则所有从 ARP 非信任接口收到的 ARP 报文都将

被丢弃。 

在配置 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时，必须指定 IP、MAC 和 VLAN 参数，否则 ARP 报文将无

法通过基于 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的检查。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用户合法性检查规则。 
arp detection rule rule-id { deny | permit } ip { ip-address [ mask ] | any } 
mac { mac-address [ mask ] | any } [ vlan vlan-id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用户合法性检查规则。 

(3)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4) 开启 ARP Detection 功能。 
arp detec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Detectio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即不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 

(5) （可选）将不需要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的接口配置为 ARP 信任接口。 

a.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b.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支持的接口类型包括二层以太网接口和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c. 将不需要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的接口配置为 ARP 信任接口。 
arp detection trust 

缺省情况下，接口为 ARP 非信任接口。 

1.9.3  ARP报文有效性检查 

1. 功能简介 

对于 ARP 信任接口，不进行报文有效性检查；对于 ARP 非信任接口，需要根据配置对 MAC 地址

和 IP地址不合法的报文进行过滤。可以选择配置源 MAC地址、目的 MAC地址或 IP地址检查模式。 

• 源 MAC 地址的检查模式：会检查 ARP 报文中的源 MAC 地址和以太网报文头中的源 MAC 地

址是否一致，一致则认为有效，否则丢弃报文； 

• 目的 MAC 地址的检查模式（只针对 ARP 应答报文）：会检查 ARP 应答报文中的目的 MAC 地

址是否为全 0 或者全 1，是否和以太网报文头中的目的 MAC 地址一致。全 0、全 1、不一致

的报文都是无效的，需要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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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地址检查模式：会检查 ARP 报文中的源 IP 或目的 IP 地址，如全 1、或者组播 IP 地址都是

不合法的，需要被丢弃。对于 ARP 应答报文，源 IP 和目的 IP 地址都进行检查；对于 ARP 请

求报文，只检查源 IP 地址。 

2. 配置准备 

配置本功能前需保证已经配置了“1.9.2  用户合法性检查”。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开启 ARP Detection 功能。 
arp detec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Detectio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开启 ARP 报文有效性检查功能。 

a.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b. 开启 ARP 报文有效性检查功能。 
arp detection validate { dst-mac | ip | src-mac } * 

ARP 报文有效性检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5) （可选）将不需要进行 ARP 报文有效性检查的接口配置为 ARP 信任接口。 

a.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支持的接口类型包括二层以太网接口和二层聚合接口。 

b. 将不需要进行 ARP 报文有效性检查的接口配置为 ARP 信任接口。 
arp detection trust 

缺省情况下，接口为 ARP 非信任接口。 

1.9.4  ARP报文强制转发 

1. 功能简介 

对于从 ARP 信任接口接收到的 ARP 报文不受此功能影响，按照正常流程进行转发；对于从 ARP
非信任接口接收到的并且已经通过用户合法性检查的 ARP 报文的处理过程如下： 

• 对于 ARP 请求报文，通过信任接口进行转发； 

• 对于 ARP 应答报文，首先按照报文中的以太网目的 MAC 地址进行转发，若在 MAC 地址表中

没有查到目的 MAC 地址对应的表项，则将此 ARP 应答报文通过信任接口进行转发。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ARP 报文强制转发功能不支持目的 MAC 地址为多端口 MAC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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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准备 

配置本功能前需保证已经配置了“1.9.2  用户合法性检查”。 

4.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开启 ARP 报文强制转发功能。 
arp restricted-forwarding enable 

缺省情况下，ARP 报文强制转发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9.5  配置ARP Detection忽略端口匹配检查功能 

1. 功能简介 

设备开启 ARP Detection 功能后，会对非信任端口执行用户合法性检查，包括基于 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的检查、基于 DHCP Snooping 安全表项的检查、基于 802.1X 安全表项的检查。使

用这些表项进行检查时，其中会检查 ARP 报文入端口和表项中的端口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则丢

弃此报文。 

开启ARP Detection忽略端口匹配检查功能后，ARP Detection在根据表项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时，

会忽略 ARP 报文入端口和表项中的端口是否匹配的检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ARP Detection 忽略端口匹配检查功能。 
arp detection port-match-ignore 

缺省情况下，ARP Detection 忽略端口匹配检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9.6  配置ARP Detection日志功能 

1. 功能简介 

配置 ARP Detection 日志功能后，设备在检测到非法 ARP 报文时将生成检测日志，日志内容包括：  

• 受到攻击的端口编号； 

• 非法 ARP 报文的源 IP 地址； 

• 丢弃的 ARP 报文总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ARP Detection 日志功能。 
arp detection log enable [ interval interv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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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ARP Detection 日志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9.7  ARP Detection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ARP Detection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用户可以执行 reset 命令清除 ARP Detection 的统计信息。 

表1-3 ARP Detection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开启了ARP Detection功能的VLAN display arp detection 

显示ARP Detection攻击源统计信息 display arp detection statistics attack-source 
slot slot-number 

显示ARP Detection丢弃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arp detection statistics packet-drop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ARP Detection攻击源统计信息 reset arp detection statistics attack-source 
[ slot slot-number ] 

清除ARP DetectionARP Detection的报文丢弃

统计信息 
reset arp detection statistics packet-drop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9.8  用户合法性检查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 是 DHCP 服务器；Device B 是支持 802.1X 的设备，在 VLAN 10 内配置 ARP 
Detection 功能，对认证客户端进行保护，保证合法用户可以正常转发报文，否则丢弃。 

• Host A 和 Host B 是本地 802.1X 接入用户。 

2. 组网图 

图1-3 配置用户合法性检查组网图 

 

 

Device A

Device B

Host A Host B

GE1/0/3
Vlan-int10 
10.1.1.1/24

Gateway
DHCP server

GE1/0/1

GE1/0/3

GE1/0/2

VL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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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组网图中所有接口属于 VLAN 及 Switch A 对应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DHCP 服务器 Device A 

# 配置 DHCP 地址池 0。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dhcp enable 

[DeviceA] dhcp server ip-pool 0 

[DeviceA-dhcp-pool-0] network 10.1.1.0 mask 255.255.255.0 

(3) 配置客户端 Host A 和 Host B（略），必须使用上传 IP 地址方式。 

(4) 配置设备 Device B 

# 配置 802.1X 功能。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dot1x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dot1x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dot1x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添加本地接入用户。 
[DeviceB] local-user test 

[DeviceB-luser-test] service-type lan-access 

[DeviceB-luser-test] password simple test 

[DeviceB-luser-test] quit 

# 开启 ARP Detection 功能，对用户合法性进行检查。 
[DeviceB] vlan 10 

[DeviceB-vlan10] arp detection enable 

# 接口状态缺省为非信任状态，上行接口配置为信任状态，下行接口按缺省配置。 
[DeviceB-vlan1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arp detection tru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4. 验证配置 

完成上述配置后，对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收到的 ARP 报文，需基

于 802.1X 安全表项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 

1.9.9  用户合法性检查和报文有效性检查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 是 DHCP 服务器； 

• Host A是DHCP客户端；用户Host B的 IP地址是10.1.1.6，MAC地址是 0001-0203-0607。 

• Device B 是 DHCP Snooping 设备，在 VLAN 10 内配置 ARP Detection 功能，对 DHCP 客户

端和用户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和报文有效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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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4 配置用户合法性检查和报文有效性检查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组网图中所有接口属于 VLAN 及 Device A 对应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DHCP 服务器 Device A 

# 配置 DHCP 地址池 0。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dhcp enable 

[DeviceA] dhcp server ip-pool 0 

[DeviceA-dhcp-pool-0] network 10.1.1.0 mask 255.255.255.0 

(3) 配置 DHCP 客户端 Host A 和用户 Host B（略） 

(4) 配置设备 Device B 

# 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dhcp snooping enable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dhcp snooping tru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DHCP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开启 ARP Detection 功能，对用户合法性进行检查。 
[DeviceB] vlan 10 

[DeviceB-vlan10] arp detection enable 

# 接口状态缺省为非信任状态，上行接口配置为信任状态，下行接口按缺省配置。 
[DeviceB-vlan1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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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arp detection tru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 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ip source binding ip-address 10.1.1.6 mac-address 
0001-0203-0607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进行报文有效性检查。 
[DeviceB] arp detection validate dst-mac ip src-mac 

4. 验证配置 

完成上述配置后，对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收到的 ARP 报文，先进

行报文有效性检查，然后基于 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DHCP Snooping 安全表项进行用

户合法性检查。 

1.9.10  ARP报文强制转发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 是 DHCP 服务器。 

• Host A是DHCP客户端；用户Host B的 IP地址是10.1.1.6，MAC地址是 0001-0203-0607。 

• Host A 和 Host B 在设备 Device B 上端口隔离，但是均和网关 Device A 相通，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GigabitEthernet1/0/3 均属于 VLAN 10。 

• Device B 是 DHCP Snooping 设备，在 VLAN 10 内开启 ARP Detection 功能，对 DHCP 客户

端和用户进行保护，保证合法用户可以正常转发报文，否则丢弃。 

要求：Device B 在开启 ARP Detection 功能后，对于 ARP 广播请求报文仍然能够进行端口隔离。 

2. 组网图 

图1-5 配置 ARP 报文强制转发组网图 

 

 



 

1-17 

3. 配置步骤 

(1) 配置组网图中所有接口属于 VLAN 及 Device A 对应 VLAN 接口的 IP 地址（略） 

(2) 配置 DHCP 服务器 Device A 

# 配置 DHCP 地址池 0。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dhcp enable 

[DeviceA] dhcp server ip-pool 0 

[DeviceA-dhcp-pool-0] network 10.1.1.0 mask 255.255.255.0 

(3) 配置 DHCP 客户端 Host A 和用户 Host B（略） 

(4) 配置设备 Device B 

# 开启 DHCP Snooping 功能。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dhcp snooping enable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dhcp snooping tru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开启 ARP Detection 功能，对用户合法性进行检查。 
[DeviceB] vlan 10 

[DeviceB-vlan10] arp detection enable 

# 配置上行接口为信任状态，下行接口为缺省配置（非信任状态）。 
[DeviceB-vlan1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arp detection tru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 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ip source binding ip-address 10.1.1.6 mac-address 
0001-0203-0607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配置进行报文有效性检查。 
[DeviceB] arp detection validate dst-mac ip src-mac 

# 配置端口隔离。 
[DeviceB] port-isolate group 1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isolate enable group 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isolate enable group 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完成上述配置后，对于接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收到的ARP报文，

先进行报文有效性检查，然后基于 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DHCP Snooping 安全表

项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但是，Host A 发往 Device A 的 ARP 广播请求报文，由于通过了用

户合法性检查，所以能够被转发到 Host B，端口隔离功能失效。 

# 开启 ARP 报文强制转发功能。 
[DeviceB] vl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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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vlan10] arp restricted-forwarding enable 

[DeviceB-vlan10] quit 

4. 验证配置 

此时，Host A 发往 Device A 的合法 ARP 广播请求报文只能通过信任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 转

发，不能被 Host B 接收到，端口隔离功能可以正常工作。 

1.10  配置ARP自动扫描、固化功能 

1. 功能简介 

建议在网吧这种环境稳定的小型网络中使用 ARP 自动扫描、固化功能。ARP 自动扫描功能一般与

ARP 固化功能配合使用： 

• 配置 ARP 自动扫描功能后，设备会对局域网内的邻居自动进行扫描（向邻居发送 ARP 请求

报文，获取邻居的 MAC 地址，从而建立动态 ARP 表项）。 

• ARP 固化用来将当前的 ARP 动态表项（包括 ARP 自动扫描生成的动态 ARP 表项）转换为静

态 ARP 表项。通过对动态 ARP 表项的固化，可以有效防止攻击者修改 ARP 表项。 

固化后的静态 ARP 表项与配置产生的静态 ARP 表项相同。 

接口上开启了 ARP 自动扫描功能后，会向扫描区间的所有 IP 地址同时发送 ARP 请求报文，这会

造成设备瞬间 CPU 利用率过高、网络负载过大的问题。用户可以通过设置接口发送 ARP 报文的速

率解决此问题。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对于已存在 ARP 表项的 IP 地址不进行扫描。 

• 扫描操作可能比较耗时，用户可以通过<Ctrl_C>来终止扫描（在终止扫描时，对于已经收到

的邻居应答，会建立该邻居的动态 ARP 表项）。 

• 固化生成的静态 ARP 表项数量同样受到设备可以支持的静态 ARP 表项数目的限制，由于静

态 ARP 表项数量的限制可能导致只有部分动态 ARP 表项被固化。 

• 通过 arp fixup 命令将当前的动态 ARP 表项转换为静态 ARP 表项后，后续学习到的动态

ARP 表项可以通过再次执行 arp fixup 命令进行固化。 

• 通过固化生成的静态 ARP 表项，可以通过命令行 undo arp ip-address 
[ vpn-instance-name ]逐条删除，也可以通过命令行 reset arp all 或 reset arp 

static 全部删除。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ARP 自动扫描功能，并设置接口发送 ARP 报文的速率。 
arp scan [ start-ip-address to end-ip-address ] [ send-rate pps ]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将设备上的动态 ARP 表项转化成静态 ARP 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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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p fixup 

1.11  配置ARP网关保护功能 

1.11.1  功能简介 

在设备上不与网关相连的接口上配置此功能，可以防止伪造网关攻击。 

在接口上开启此功能后，当接口收到 ARP 报文时，将检查 ARP 报文的源 IP 地址是否和配置的被

保护网关的 IP 地址相同。如果相同，则认为此报文非法，将其丢弃；否则，认为此报文合法，继续

进行后续处理。 

1.11.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每个接口最多支持配置 8 个被保护的网关 IP 地址。 

• 不能在同一接口下同时配置命令 arp filter source 和 arp filter binding。 

• 本功能与 ARP Detection、MFF、ARP Snooping 配合使用时，先进行本功能检查，本功能检

查通过后才会进行其他配合功能的处理。 

1.11.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支持的接口类型包括二层以太网接口和二层聚合接口。 

(3) 开启 ARP 网关保护功能，配置被保护的网关 IP 地址。 
arp filter source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ARP 网关保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1.4  ARP网关保护功能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与 Device B 相连的 Host B 进行了仿造网关 Device A（IP 地址为 10.1.1.1）的 ARP 攻击，导致与

Device B 相连的设备与网关 Device A 通信时错误发往了 Host B。 

要求：通过配置防止这种仿造网关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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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6 配置 ARP 网关保护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在 Device B 上开启 ARP 网关保护功能。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arp filter source 10.1.1.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arp filter source 10.1.1.1 

完成上述配置后，对于 Host B 发送的伪造的源 IP 地址为网关 IP 地址的 ARP 报文将会被丢弃，不

会再被转发。 

1.12  配置ARP过滤保护功能 

1.12.1  功能简介 

本功能用来限制接口下允许通过的 ARP 报文，可以防止仿冒网关和仿冒用户的攻击。 

在接口上配置此功能后，当接口收到 ARP 报文时，将检查 ARP 报文的源 IP 地址和源 MAC 地址是

否和允许通过的 IP 地址和 MAC 地址相同： 

• 如果相同，则认为此报文合法，继续进行后续处理； 

• 如果不相同，则认为此报文非法，将其丢弃。 

1.12.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每个接口最多支持配置 8 组允许通过的 ARP 报文的源 IP 地址和源 MAC 地址。 

• 不能在同一接口下同时配置命令 arp filter source 和 arp filter binding。 

• 本功能与 ARP Detection、MFF 和 ARP Snooping 配合使用时，先进行本功能检查，本功能

检查通过后才会进行其他配合功能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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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支持的接口类型包括二层以太网接口和二层聚合接口。 

(3) 开启 ARP 过滤保护功能，配置允许通过的 ARP 报文的源 IP 地址和源 MAC 地址。 
arp filter binding ip-address mac-address 

缺省情况下，ARP 过滤保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2.4  ARP过滤保护功能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Host A 的 IP 地址为 10.1.1.2，MAC 地址为 000f-e349-1233。 

• Host B 的 IP 地址为 10.1.1.3，MAC 地址为 000f-e349-1234。 

• 限制 Device B 的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接口只允许指定用户接入，不

允许其他用户接入。 

2. 组网图 

图1-7 配置 ARP 过滤保护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开启 Device B 的 ARP 过滤保护功能。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arp filter binding 10.1.1.2 000f-e349-123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arp filter binding 10.1.1.3 000f-e349-1234 

Device A

Device B

Host A Host B

GE1/0/1

GE1/0/3

GE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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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 

完成上述配置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收到 Host A 发出的源 IP 地址为 10.1.1.2、源 MAC 地

址为 000f-e349-1233 的 ARP 报文将被允许通过，其他 ARP 报文将被丢弃；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收到 Host B 发出的源 IP 地址为 10.1.1.3、源 MAC 地址为 000f-e349-1234
的 ARP 报文将被允许通过，其他 ARP 报文将被丢弃。 

1.13  配置ARP报文发送端IP地址检查功能 

1.13.1  功能简介 

配置本功能后，网关设备在进行 ARP 学习前将对 ARP 报文进行检查。如果指定 VLAN 内的 ARP
报文的发送端 IP 地址不在指定源 IP 地址范围内，则认为是攻击报文，将其丢弃；否则，继续进行

ARP 学习。 

1.13.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配置了 Primary VLAN 和指定的 Secondary VLAN 间三层互通，则本功能必须 Primary VLAN
中配置；否则，本功能可在 Primary VLAN 或任意 Secondary VLAN 中配置。 

1.13.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 ARP 报文发送端 IP 地址检查功能，并配置允许学习 ARP 报文的发送端 IP 地址范围。 
arp sender-ip-range start-ip-address end-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ARP 报文发送端 IP 地址检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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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D攻击防御 

1.1  ND攻击防御简介 

ND协议功能强大，但是却没有任何安全机制，容易被攻击者利用。如 图 1-1 所示，当Device作为

接入设备时，攻击者Host B可以仿冒其他用户、仿冒网关发送伪造的ND报文，对网络进行攻击： 

• 如果攻击者仿冒其他用户的 IPv6 地址发送 NS/NA/RS 报文，将会改写网关或者其他用户的

ND 表项，导致被仿冒用户的报文错误的发送到攻击者的终端上。 

• 如果攻击者仿冒网关发送 RA报文，会导致其他用户的 IPv6配置参数错误和 ND表项被改写。 

图1-1 ND 攻击示意图 

 
 

伪造的 ND 报文具有如下特点： 

• 伪造的 ND 报文中源 MAC 地址和源链路层选项地址中的 MAC 地址不一致。 

• 伪造的 ND 报文中源 IPv6 地址和源 MAC 地址的映射关系不是合法用户真实的映射关系。 

根据上述攻击报文的特点，设备开发了多种功能对 ND 攻击进行检测，可以有效地防范 ND 攻击带

来的危害。 

1.2  ND攻击防御配置任务简介 

如下所有配置均为可选，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置。 

• 开启ND协议报文源MAC地址一致性检查功能 

• 配置ND Detection功能 

• 配置RA Guard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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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开启ND协议报文源MAC地址一致性检查功能 

1. 功能简介 

ND 协议报文源 MAC 地址一致性检查功能主要应用于网关设备上，防御 ND 报文中的源 MAC 地址

和以太网数据帧首部中的源 MAC 地址不同的 ND 攻击。 

开启本特性后，网关设备会对接收的 ND 协议报文进行检查。如果 ND 报文中的源 MAC 地址和以

太网数据帧首部中的源 MAC 地址不一致，则认为是攻击报文，将其丢弃；否则，继续进行 ND 学

习。 

若开启 ND 日志信息功能，当用户 ND 报文中的源 MAC 地址和以太网数据帧首部中的源 MAC 地址

不同时，会有相关的日志信息输出。设备生成的 ND 日志信息会交给信息中心模块处理，信息中心

模块的配置将决定日志信息的发送规则和发送方向。关于信息中心的详细描述请参见“网络管理和

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D 协议报文源 MAC 地址一致性检查功能。 
ipv6 nd mac-check enable 

缺省情况下，ND 协议报文源 MAC 地址一致性检查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可选）开启 ND 日志信息功能。 
ipv6 nd check 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ND 日志信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为了防止设备输出过多的 ND 日志信息，一般情况下建议不要开启此功能。 

1.4  配置ND Detection功能 

1.4.1  功能简介 

ND Detection 功能主要应用于接入设备上，检查用户的合法性。对于合法用户的 ND 报文进行正常

转发，否则直接丢弃，从而防止仿冒用户、仿冒网关的攻击。 

ND Detection 功能将接入设备上的接口分为两种：ND 信任接口、ND 非信任接口。 

• 对于 ND 信任接口，不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 

• 对于 ND 非信任接口，如果收到 RA 和 RR 消息，则认为是非法报文直接丢弃，如果收到其它

类型的 ND 报文，则需要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以防止仿冒用户的攻击。 

用户合法性检查是根据 ND 报文中源 IPv6 地址和源 MAC 地址，检查用户是否是报文收到接口所属

VLAN 上的合法用户，包括 IPv6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ND Snooping 表项和 DHCPv6 
Snooping 安全表项的检查。只要能查询到表项，就认为该 ND 报文合法，进行转发。如果没有匹配

的表项，则认为是非法报文，直接丢弃。 

IPv6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通过 ipv6 source binding 命令生成，详细介绍请参见“安

全配置指导”中的“IP Source Guard”。DHCPv6 Snooping 安全表项通过 DHCPv6 Snooping 功能

自动生成，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v6 Snooping”。ND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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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项通过 ND Snooping 功能自动生成，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IPv6
基础”。 

1.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配置 ND Detection 功能时，必须至少配置 IPv6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DHCPv6 
Snooping 功能和 ND Snooping 功能三者之一，否则所有从 ND 非信任接口收到的 ND 报文都

将被丢弃。 

• 在与 ND Detection 功能配合时，IPv6 Source Guard 绑定表项中必须指定 VLAN 参数，且该

VLAN 为配置 ND Detection 功能的 VLAN，否则 ND 报文将无法通过接口的 IPv6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的检查。 

1.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开启 ND Detection 功能。 
ipv6 nd detec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ND Detection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即不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 

(4) （可选）将不需要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的接口配置为 ND 信任接口。 

a.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b.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c. 将不需要进行用户合法性检查的接口配置为 ND 信任接口。 
ipv6 nd detection trust 

缺省情况下，接口为 ND 非信任接口。 

1.4.4  ND Detection功能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ND Detection 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用户可以执行 reset 命令清除 ND Detection 的统计信息。 

表1-1 ND Detection 功能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ND Detection丢弃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nd detection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ND Detection的统计信息 reset ipv6 nd detection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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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ND Detection功能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用户 Host A 和 Host B 通过 DeviceB 接入网关 Device A。用户 Host A 的 IPv6 地址是 10::5/64，MAC
地址是 0001-0203-0405。用户 Host B 的 IPv6 地址是 10::6/64，MAC 地址是 0001-0203-0607。 

要求：在 Device B 上配置 ND Detection 功能对用户的合法性进行检查，保证合法用户的报文可以

被正常转发，非法用户的报文被丢弃。 

2. 组网图 

图1-2 配置 ND Detection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0。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0 

[DeviceA-vlan10] quit 

# 配置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 允许 VLAN 10 的报文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配置 VLAN 接口 10 的 IPv6 地址。 
[Device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0 

[DeviceA-Vlan-interface10] ipv6 address 10::1/64 

[DeviceA-Vlan-interface10] quit 

Device A

Device B

Host A Host B

GE1/0/3
Vlan-int10 
10::1/64

Gateway

GE1/01

GE1/0/3

GE1/0/2

VLAN 10
ND snooping

10::6/64
0001-0203-0607

10::5/64
0001-0203-0405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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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0 

[DeviceB-vlan10] quit 

# 配置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3 允许 VLAN 10 的报文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access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access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access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access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开启 ND Detection 功能。 
[DeviceB] vlan 10 

[DeviceB-vlan10] ipv6 nd detection enable 

# 开启 ND Snooping 表项获取功能，通过 ND 报文的源地址（包括全球单播地址和链路本地

地址）生成 ND Snooping 表项。 
[DeviceB-vlan10] ipv6 nd snooping enable global 

[DeviceB-vlan10] ipv6 nd snooping enable link-local 

[DeviceB-vlan10] quit 

# 将上行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为 ND 信任接口，下行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采用缺省配置，即为 ND 非信任接口。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ipv6 nd detection trust 

4. 验证配置 

完成上述配置后，对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收到的 ND 报文，基于

ND Snooping 安全表项进行检查。 

1.5  配置RA Guard功能 

1.5.1  功能简介 

RA Guard 功能用来在二层接入设备上防范路由通告报文（RA 报文）欺骗攻击。 

二层接入设备收到目的 MAC 地址为单播或组播地址的 RA 报文后，RA Guard 功能按照如下方式处

理 RA 报文： 

• 如果接收 RA 报文的接口配置了接口角色，则通过系统根据接口角色来选择转发还是丢弃该报

文： 

 若接口角色为路由器，则直接转发 RA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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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接口角色为用户，则直接丢弃 RA 报文。 

• 如果接收RA报文的接口没有配置接口角色，则该报文继续匹配该接口属VLAN内的RA Guard
策略： 

 若 RA Guard 策略中未配置任何匹配规则，则应用该策略的接口直接转发 RA 报文； 

 若 RA Guard 策略中配置了匹配规则，则 RA 报文需匹配策略下所有规则成功才会被转发；

否则，该报文即被丢弃。 

1.5.2  配置接口角色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可根据接口在组网中的位置来配置接口的角色。如果确认接口连接的是用户主机，则配置接口角色

为用户角色（host）；如果确定接口连接的是路由器，则配置接口角色路由器角色（router）。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进入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bridge-aggregation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角色。 
ipv6 nd raguard role { host | rout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接口角色。 

1.5.3  配置及应用RA Guard策略 

1. 功能简介 

对于下面两种情况，可通过配置 RA Guard 策略对 RA 报文按规则匹配条件进行过滤： 

• 不能判断接口连接的设备/终端类型，即不能通过配置接口角色来选择丢弃还是转发RA报文； 

• 确认接口连接的是路由器，但用户不希望直接转发 RA 报文而是进行过滤。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RA Guard 策略，并进入 RA Guard 策略视图。 
ipv6 nd raguard policy policy-name 

(3) 配置 RA Guard 策略。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ACL 匹配规则。 
if-match acl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配置前缀匹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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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match prefix acl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配置路由最高优先级匹配规则。 
if-match router-preference maximum { high | low | medium } 

 配置被管理地址标志位匹配规则。 
if-match autoconfig managed-address-flag { off | on } 

 配置其他信息配置标志位匹配规则。 
if-match autoconfig other-flag { off | on } 

 配置 RA 报文内跳数最大值或最小值匹配规则。 
if-match hop-limit { maximum | minimum } limi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RA Guard 策略。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number 

(6) 应用 RA Guard 策略。 
ipv6 nd raguard apply policy [ policy-name ] 

缺省情况下，未应用 RA Guard 策略。 

1.5.4  配置RA Guard日志功能 

1. 功能简介 

RA Guard 日志可以方便管理员定位问题和解决问题，对处理 RA 报文的信息进行的记录。开启 RA 
Guard 日志功能后，设备在检测到非法 RA 报文时将生成检测日志，日志内容包括：受到攻击的接

口名称、RA 报文的源 IP 地址和丢弃的 RA 报文总数。 

设备生成的 RA Guard 日志信息会交给信息中心模块处理，信息中心模块的配置将决定日志信息的

发送规则和发送方向。关于信息中心的详细描述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

心”。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RA Guard 日志功能。 
ipv6 nd raguard log enable 

缺省情况下，RA Guard 日志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5  RA Guard功能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RA Guard 策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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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RA Guard 功能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已创建的RA Guard策略信息  display ipv6 nd raguard policy [ policy-name ] 

显示RA Guard的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ipv6 nd raguard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RA Guard的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ipv6 nd raguard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5.6  RA Guard功能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3 所示，在Device B上通过接口GigabitEthernet1/0/1 和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连接主机

Host和Device C，通过接口GigabitEthernet1/0/3 连接Device A。接口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1/0/2 和GigabitEthernet1/0/3 都属于VLAN 10。 

为防范路由通告报文（RA 报文）欺骗攻击，可在 Device B 上配置 RA Guard 策略规则，并在 VLAN 
10 下应用该策略规则： 

• 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连接的是未知设备，用户希望该接口对 RA 报文按 RA Guard 策略

规则进行匹配过滤； 

• 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的是用户，用户希望该接口完全过滤 RA 报文将其直接丢弃； 

• 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连接的是 Device A，用户希望该接口完全信任 RA报文将其直接转

发。 

2. 组网图 

图1-3 RA Guard 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在 Device B 上创建 RA Guard 策略 policy1，并配置匹配规则。匹配最高路由优先级为高，被管

理地址标志位置为 1、其他信息配置标志位置为 1、跳数最小值为 100 且最大值为 120 的 RA 报文。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ipv6 nd raguard policy policy1 

[DeviceB-raguard-policy-policy1] if-match router-preference maximum high 

Device A

Device B

Device CHost 

VLAN10

GE1/0/1 GE1/0/2

GE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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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raguard-policy-policy1] if-match autoconfig managed-address-flag on 

[DeviceB-raguard-policy-policy1] if-match autoconfig other-flag on 

[DeviceB-raguard-policy-policy1] if-match hop-limit maximum 120 

[DeviceB-raguard-policy-policy1] if-match hop-limit minimum 100 

[DeviceB-raguard-policy-policy1] quit 

# 配置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3 允许 VLAN 10 的报文通过，并在 VLAN 10
下应用 RA Guard 策略。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access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access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access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access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DeviceB] vlan 10  

[DeviceB-vlan10] ipv6 nd raguard apply policy policy1 

[DeviceB-vlan10] quit 

# 配置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用户角色。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ipv6 nd raguard role host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为路由器角色。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ipv6 nd raguard role router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4. 验证配置 

完成上述配置后： 

• 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收到的 RA 报文，会匹配 RA Guard 策略 policy1： 

 如果匹配失败则丢弃； 

 如果匹配成功，报文会被转发到 VLAN 10 下其他接口。 

• 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收到的 RA 报文，不会匹配 RA Guard 策略 policy1，RA 报文都

被直接丢弃。 

• 对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 收到的 RA 报文，不会和策略 policy1 下的规则进行匹配，RA
报文都直接被转发，在同一 VLAN 的其他接口也会收到此 RA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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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VI 
1.1  SAVI简介 

SAVI（Source Address Validation Improvement，源地址有效性验证）特性用来在接入设备上以

ND Snooping、DHCPv6 Snooping 及 IP Source Guard 中 IPv6 静态绑定表项为依据对源地址为全

球单播类型的 IPv6 报文进行检查，避免非法报文通过接入设备进入内部网络。只要报文源地址与

某绑定表项匹配，则认为该报文为合法报文，正常转发；否则将该报文丢弃。对于源地址为本地链

路地址的 IPv6 报文，设备进行转发时不作 SAVI 检查。 

1.2  SAVI典型应用场景 

1. DHCPv6-Only场景下的SAVI 

在该场景中，主机与配置了 SAVI 的设备相连，只能通过 DHCPv6 方式动态获取地址。SAVI 设备

对 DHCPv6 协议报文、ND 协议报文（除了 RA 报文和 RR 报文）和 IPv6 数据报文基于 DHCPv6 
Snooping 表项和手工配置的 IPv6 静态绑定表项进行源地址的合法性检查。 

2. SLAAC-Only场景下的SAVI 

在该场景中，主机与配置了 SAVI 的设备相连，除了能手工配置地址外，只能通过 SLAAC（Stateless 
Address Autoconfiguration，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方式动态获取地址。SAVI 设备丢弃所有的

DHCPv6 协议报文，对 ND 协议报文和 IPv6 数据报文基于 ND Snooping 表项和手工配置的 IPv6
静态绑定表项进行源地址的合法性检查。 

3. DHCPv6 与SLAAC混合场景下的SAVI 

在该场景中，主机与配置了 SAVI 的设备相连，除了能手工配置地址外，还可以通过 DHCPv6 和

SLAAC 两种方式动态获取地址。SAVI 设备会对 DHCPv6 协议报文、ND 协议报文和 IPv6 数据报文

基于 DHCPv6 Snooping 表项、ND Snooping 表项和手工配置的 IPv6 静态绑定表项进行源地址的

合法性检查。 

1.3  SAVI配置任务简介 

SAVI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SAVI 

(2) 配置IPv6 Source Guard 

(3) 配置DHCPv6 Snooping基本功能 

(4) 配置ND相关参数 

(5) （可选）配置动态绑定表项的延迟删除时间 

1.4  开启SAVI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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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启 SAVI 功能。 
ipv6 savi strict 

缺省情况下，SAVI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  配置IPv6 Source Guard 

(1) 开启 IPv6 接口绑定功能。 

(2) （可选）配置 IPv6 静态绑定表项。 

IPv6 绑定功能的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IP Source Guard”。 

1.6  配置DHCPv6 Snooping基本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SLAAC-Only 场景下，仅开启 DHCPv6 Snooping 功能即可。 

2. 配置步骤 

(1) 开启 DHCPv6 Snooping 功能。 

(2) 配置 DHCPv6 Snooping 信任端口。 

(3) 开启端口的 DHCPv6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 

DHCPv6 Snooping 基本功能的具体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v6 
Snooping”。 

1.7  配置ND相关参数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DHCPv6-Only 场景下，仅开启 ND Detection 功能即可。 

2. 配置步骤 

(1) 开启学习表项地址类型为全球单播地址的 ND Snooping 表项的功能。ND Snooping 表项的具

体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IPv6 基础”。 

(2) 开启 ND Detection 功能。ND Detection 功能的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ND
攻击防御”。 

(3) 配置 ND 信任端口。ND 信任端口的具体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ND 攻击防

御”。 

1.8  配置动态绑定表项的延迟删除时间 

1. 功能简介 

开启 SAVI 功能后，如果端口在 down 状态的持续时间超过所配置的延迟删除时间，系统将会删除

该端口上相关的 DHCPv6 Snooping 表项和 ND Snooping 表项。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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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配置动态绑定表项的延迟删除时间。 
ipv6 savi down-delay delay-time 

缺省情况下，端口状态为 down 后动态绑定表项的延迟删除时间为 30 秒。 

1.9  SAVI典型配置举例 

1.9.1  DHCPv6-Only场景中的SAVI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 所示，在Switch上配置SAVI，满足如下用户需求： 

• DHCPv6 客户端只能通过 DHCPv6 方式获取 IPv6 地址。 

• 从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上收到的 DHCPv6 协议报文、ND 协议

报文（除 RA、RR 报文）和 IPv6 数据报文基于 DHCPv6 Snooping 绑定表项做源地址的合法

性检查。 

2. 组网图 

图1-1 配置 DHCPv6-Only 场景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开启 SAVI 功能。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ipv6 savi stric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 VLAN 2。 
[Switch] vlan 2 

[Switch-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 1/0/2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vlan2] quit 

# 开启 DHCPv6 Snooping 功能。 
[Switch] ipv6 dhcp snooping enable 

# 配置 GigabitEthernet1/0/1 端口为 DHCPv6 Snooping 信任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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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GigabitEthernet1/0/1] ipv6 dhcp snooping trust 

[Switch-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开启 DHCPv6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 
[Swi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GigabitEthernet1/0/2]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Switch-GigabitEthernet1/0/2] quit 

[Swi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GigabitEthernet1/0/3]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Switch-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开启 ND Detection 功能。 
[Switch] vlan 2 

[Switch-vlan2] ipv6 nd detection enable 

[Switch-vlan2] quit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上开启 IPv6 接口绑定功能。 
[Swi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GigabitEthernet1/0/2] ipv6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Switch-GigabitEthernet1/0/2] quit 

[Switch]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GigabitEthernet1/0/3] ipv6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Switch-GigabitEthernet1/0/3] quit 

1.9.2  SLAAC-Only场景中的SAVI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2 所示，在Switch B上配置SAVI，满足如下用户需求： 

• 主机只能通过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方式获取地址。 

• VLAN 2 内端口收到的所有 DHCPv6 协议报文被丢弃。 

• 从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收到的 ND 协议报文和 IPv6 数据报文

基于 ND Snooping 绑定表项做源地址合法性的检查。 



 

1-5 

2. 组网图 

图1-2 配置 SLAAC-Only 场景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开启 SAVI 功能。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v6 savi stric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加入 VLAN 2。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 1/0/2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vlan2] quit 

# 开启 VLAN 2 下的全球单播类型地址的 ND Snooping 功能和 ND Detection 功能。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ipv6 nd snooping enable global 

[SwitchB-vlan2] ipv6 nd detection enable 

[SwitchB-vlan2] quit 

# 开启 DHCPv6 Snooping 功能来禁止 DHCPv6 协议报文转发。 
[SwitchB] ipv6 dhcp snooping enable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为 ND 信任端口。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ipv6 nd detection trust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开启 IPv6 接口绑定功能。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ipv6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 A

Switch B

Host A Host B

GE1/0/3
Vlan-int2
10::1

Gateway

GE1/0/1

GE1/0/3

GE1/0/2

VLAN 2

Internet

ND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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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ipv6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1.9.3  DHCPv6 与SLAAC混合场景中的SAVI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3 所示，在Switch B上配置SAVI，满足如下用户需求： 

• 主机可以通过 DHCPv6 方式和无状态地址自动配置方式获取地址。 

• 从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GigabitEthernet1/0/4 和 GigabitEthernet1/0/5 上收到的

DHCPv6 协议报文、ND 协议报文和 IPv6 数据报文基于 DHCPv6 Snooping 绑定表项和 ND 
Snooping 绑定表项做源地址合法性检查。 

2. 组网图 

图1-3 配置 DHCPv6 与 SLAAC 混合场景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开启 SAVI 功能。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v6 savi stric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GigabitEthernet1/0/3、GigabitEthernet1/0/4
和 GigabitEthernet1/0/5 加入 VLAN 2。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 1/0/2 gigabitethernet 1/0/3 
gigabitethernet 1/0/4 gigabitethernet 1/0/5 

# 开启 DHCPv6 Snooping 功能。 
[SwitchB] ipv6 dhcp snooping enable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GigabitEthernet1/0/4 和 GigabitEthernet1/0/5 开启 DHCPv6 
Snooping 表项记录功能。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VLAN 2

ND snooping

Host A Host B

Gateway

GE1/0/1

Switch A

GE1/0/2

GE1/0/3

DHCPv6
client

GE1/0/4 GE1/0/5

Switch B

DHCPv6 server

DHCPv6 sn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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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quit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5] ipv6 dhcp snooping binding record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5]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DHCPv6 Snooping 信任端口。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ipv6 dhcp snooping trust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开启 VLAN 2 下的全球单播类型地址的 ND Snooping 功能和 ND Detection 功能。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ipv6 nd snooping enable global 

[SwitchB-vlan2] ipv6 nd detection enable 

[SwitchB-vlan2] quit 

# 配置 GigabitEthernet1/0/2 端口为 ND detection 信任端口。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ipv6 nd detection trust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GigabitEthernet1/0/4 和 GigabitEthernet1/0/5 上开启 IPv6 接口绑

定功能。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ipv6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ipv6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4] quit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5] ipv6 verify source ip-address mac-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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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FF 
1.1  MFF简介 

MFF（MAC-Forced Forwarding，MAC 强制转发）可实现广播域内终端设备间的二层隔离和三层

互通而无须划分 VLAN 或为每个 VLAN 规划不同的 IP 网段。MFF 通过 ARP 代答机制，强制终端设

备将所有流量（包括同一子网内的流量）发送到网关，使网关可以监控数据流量，防止终端设备之

间的恶意攻击。 

1.1.1  MFF组网应用 

如 1.1.1  所示，Switch A和Switch B作为EAN（Ethernet Access Node，以太网接入节点），提供了

终端设备与汇聚节点（Switch C）之间的连接。在以太网接入节点上配置MFF功能，可以使终端设

备的数据报文交互全部通过Gateway转发，实现了终端设备之间的三层互通，又保证了二层数据的

隔离，即：终端设备不会了解相互的MAC地址。 

图1-1 应用组网图 

 
 

MFF 通常与其他功能配合使用，在以太网接入节点上实现终端设备的流量过滤、二层隔离和三层互

通，提高接入层网络的安全性。和 MFF 配合使用的特性包括： 

• ARP Snooping，关于 ARP Snooping 功能的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

的“ARP Snooping”。 

• IP Source Guard，关于 IP Source Guard 功能的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IP 
Source Guard”。 

• ARP Detection，关于 ARP Detection 功能的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RP 
Detection”。 

• VLAN 映射，关于 VLAN 映射功能的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

“VLAN 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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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MFF端口角色 

设备上开启 MFF 功能的 VLAN 内存在两种端口角色：用户端口及网络端口。 

1. 用户端口 

MFF 的用户端口是指直接连接终端设备的端口。 

用户端口上对于不同的报文处理如下： 

• 允许组播报文通过； 

• 对于 ARP 报文则上送 CPU 进行处理； 

• 对于单播报文，处理如下： 

 若已经学习到网关MAC地址，则仅允许目的MAC地址为网关MAC地址的单播报文通过，

其他报文都将被丢弃； 

 若没有学习到网关 MAC 地址，所有单播报文都将被丢弃。 

2. 网络端口 

MFF 的网络端口是指连接其他网络设备如接入交换机、汇聚交换机、网关或服务器的端口。 

网络端口上对于不同的报文处理如下： 

• 允许组播报文通过； 

• 对于 ARP 报文则上送 CPU 进行处理； 

• 拒绝其他广播报文通过。 

1.1.3  MFF的ARP代答机制 

MFF 环境下的终端设备之间的三层互通是通过 ARP 代答机制实现的，这种代答机制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网络侧和用户侧之间的广播报文数量。 

MFF 设备对 ARP 报文进行如下处理： 

• 代答终端设备 ARP 请求。代替网关给终端设备回应 ARP 报文，使终端设备之间的报文交互

都通过网关进行三层转发。终端设备的 ARP 请求，既包括对于网关的请求，也包括对于其他

终端设备 IP 的 ARP 请求。 

• 代答网关 ARP 请求。代替终端设备给网关回应 ARP 报文。如果网关请求的表项在 MFF 设备

上存在，就根据表项进行代答。如果表项还没有建立，则转发请求。以达到减少广播的目的。 

• 转发终端设备和网关发来的 ARP 应答。 

• 监听网络中的 ARP 报文。更新网关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对应表并广播。 

1.1.4  MFF的缺省网关 

MFF 只适用于用户静态配置 IP 地址的组网环境，因此 MFF 无法通过 DHCP 报文自动获取网关信

息，只能通过配置 mac-forced-forwarding default-gateway 命令手工指定缺省网关。MFF
在一个 VLAN 下只支持维护一个缺省网关。当 MFF 学习到缺省网关的 MAC 地址后，如果收到来自

缺省网关的 ARP 报文中的源 MAC 地址与当前记录的缺省网关 MAC 地址不同，MFF 会自动更新记

录的缺省网关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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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协议规范 

• RFC 4562：MAC-Forced Forwarding 

1.2  MFF配置任务简介 

MFF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MFF功能 

(2) 配置网络端口 

(3) （可选）配置对MFF维护的网关进行定时探测 

(4) 配置网络中部署的服务器的IP地址 

如果网络中部署了服务器，就需要在开启MFF功能的设备的服务器列表中添加此服务器的 IP
地址，否则，终端设备与服务器之间不能进行通信。 

1.3  开启MFF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终端设备与配置了 MFF 功能的设备之间是隔离的，即不能 ping 通。 

• IP Source Guard 静态绑定表项和 MFF 配合使用时，必须配置 VLAN 信息。若不配置 VLAN
信息，符合 IP Source Guard 条件的 IP 报文在不匹配 MFF 网关 MAC 情况下也会允许通过。 

• MFF 不支持网关的 VRRPE 组网应用。 

2. 配置准备 

在开启 MFF 的 VLAN 中需要同时开启 ARP Snooping 功能，以便 MFF 根据 ARP Snooping 表项应

答终端用户的 ARP 请求。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开启 MFF 功能。 
mac-forced-forwarding default-gateway gateway-ip 

缺省情况下，MFF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  配置网络端口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启 MFF 的 VLAN 内，设备上行连接网关的端口以及连接其他 MFF 设备的端口，都应该配置为网

络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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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启 MFF 的 VLAN 内，只有网络端口支持链路聚合，用户端口不支持链路聚合。即网络端口可

以加入链路聚合组，而用户端口不能加入链路聚合组。关于链路聚合的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

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以太网链路聚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网络端口。 
mac-forced-forwarding network-port 

缺省情况下，端口为用户端口。 

1.5  配置对MFF维护的网关进行定时探测 

1. 功能简介 

对 MFF 维护的网关进行定时探测，可以感知网关 MAC 地址的变化。 

对网关进行定时探测的时间间隔为 30 秒。探测使用伪造 ARP 报文，其源 IP 地址为 0.0.0.0，源 MAC
地址为设备桥 MAC 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开启网关定时探测功能。 
mac-forced-forwarding gateway probe 

缺省情况下，网关定时探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6  配置网络中部署的服务器的IP地址 

1. 功能简介 

服务器 IP 地址可以是 VRRP 备份组中某个路由器的接口 IP 地址，也可以是相关业务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如 RADIUS 服务器）。 

如果 MFF 设备的网络端口收到了源 IP 地址为服务器 IP 地址的 ARP 请求，则查询本设备记录的用

户信息，利用查询到的用户信息代替客户端应答给服务器。即客户端发送给服务器的报文，都会通

过网关进行转发，而服务器发送给终端设备的报文，则不需经过网关转发。 

MFF 不检查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网关 IP 地址是否在同一个网段，只检查是否是全 0 或全 1 的 IP 地

址，全 0 或全 1 的 IP 地址不能作为服务器 IP 地址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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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防止 MFF 设备的网络接口拦截服务器发送的 ARP 报文，必须将服务器发送 ARP 报文时填充

的源 IP 地址加入到 MFF 设备的服务器 IP 地址列表中。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3) 配置网络中部署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 
mac-forced-forwarding server server-ip&<1-10>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网络中部署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 

1.7  MFF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MFF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MFF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MFF端口配置信息 display mac-forced-forwarding interface 

显示指定VLAN的MFF信息 display mac-forced-forwarding vlan vlan-id 

 

1.8  MFF典型配置举例 

1.8.1  树型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2 所示，Host A、Host B和Host C配置静态IP地址，所有设备都在VLAN 100 内。为了实现

主机之间二层隔离，同时又可以通过Gateway进行三层互通，在Switch A和Switch B上开启MFF功
能。为了实现主机与Server互通，需要手工配置网络中部署服务器的IP地址。Switch A和Switch B
通过Switch C连接到Gateway。Gateway的IP地址为 10.1.1.100/24，Server和网络相连的网卡的IP
地址为 10.1.1.200/24。 



 

1-6 

2. 组网图 

图1-2 树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如 图 1-2 配置客户端和Gateway的静态IP地址 

(2) 配置 Switch A 

# 在 VLAN 100 上开启 MFF 功能。 
[SwitchA] vlan 100 

[SwitchA-vlan100] mac-forced-forwarding default-gateway 10.1.1.100 

# 配置网络中部署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200。 
[SwitchA-vlan100] mac-forced-forwarding server 10.1.1.200 

# 在 VLAN 100 上开启 ARP Snooping 功能。 
[SwitchA-vlan100] arp snooping enable 

[SwitchA-vlan100] quit 

# 配置 GigabitEthernet1/0/1 为网络端口。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1] mac-forced-forwarding network-port 

(3) 配置 Switch B 

# 在 VLAN 100 上开启 MFF 功能。 
[SwitchB] vlan 100 

[SwitchB-vlan100] mac-forced-forwarding default-gateway 10.1.1.100 

# 配置网络中部署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200。 
[SwitchB-vlan100] mac-forced-forwarding server 10.1.1.200 

# 在 VLAN 100 上开启 ARP Snooping 功能。 
[SwitchB-vlan100] arp 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100] quit 

# 配置 GigabitEthernet1/0/2 为网络端口。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2] mac-forced-forwarding network-port 

Switch A Switch C

Host C
10.1.1.3/24

Host B
10.1.1.2/24

Host A
10.1.1.1/24

Gateway

Switch B

GE1/0/1 GE1/0/2

GE1/0/3

GE1/0/2 GE1/0/1

GE1/0/3

GE1/0/2 GE1/0/1

Server

10.1.1.100/24

10.1.1.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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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环型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3 所示，Host A、Host B和Host C配置静态IP地址，网络中存在环路，所有设备都在VLAN 100
内。为了实现主机之间二层隔离，同时又可以通过Gateway进行三层互通，在Switch A和Switch B
上开启MFF功能。为了实现主机与Server互通，需要手工配置网络中部署服务器的IP地址。Switch A
和Switch B通过Switch C连接到Gateway。Gateway的IP地址为 10.1.1.100/24，Server和网络相连

的网卡的IP地址为 10.1.1.200/24。 

2. 组网图 

图1-3 环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如 图 1-3 配置客户端和Gateway的静态IP地址 

(2) 配置 Switch A 

# 开启全局 STP 协议，保证接口下 STP 协议处于开启状态。 
[SwitchA] stp global enable 

# 在 VLAN 100 上开启 MFF 功能。 
[SwitchA] vlan 100 

[SwitchA-vlan100] mac-forced-forwarding default-gateway 10.1.1.100 

# 配置网络中部署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200。 
[SwitchA-vlan100] mac-forced-forwarding server 10.1.1.200 

# 在 VLAN 100 上开启 ARP Snooping 功能。 
[SwitchA-vlan100] arp snooping enable 

[SwitchA-vlan100] quit 

# 配置 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为网络端口。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mac-forced-forwarding network-port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Switch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A-GigabitEthernet1/0/3] mac-forced-forwarding network-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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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Switch B 

# 开启全局 STP 协议，保证接口下 STP 协议处于开启状态。 
[SwitchB] stp global enable 

# 在 VLAN 100 上开启 MFF 功能。 
[SwitchB] vlan 100 

[SwitchB-vlan100] mac-forced-forwarding default-gateway 10.1.1.100 

# 配置网络中部署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1.1.200。 
[SwitchB-vlan100] mac-forced-forwarding server 10.1.1.200 

# 在 VLAN 100 上开启 ARP Snooping 功能。 
[SwitchB-vlan100] arp snooping enable 

[SwitchB-vlan100] quit 

# 配置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3 为网络端口。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mac-forced-forwarding network-port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SwitchB-gigabitethernet 1/0/3] mac-forced-forwarding network-port 

(4) 配置 Switch C 

# 开启全局 STP 协议，保证接口下 STP 协议处于开启状态。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stp global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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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密引擎 

1.1  加密引擎简介 

加密引擎是专门用于提供数据加/解密服务的硬件及软件的统称。目前设备仅支持软件加密引擎，且

软件加密引擎功能始终开启，不可配置。加密引擎可以为需要加密的业务模块服务，与业务模块的

交互过程是：各业务模块将需要加/解密的数据发送给加密引擎，加密引擎对数据进行加/解密处理，

然后加密引擎将处理后的数据发送回各业务模块。 

1.2  加密引擎显示和维护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加密引擎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

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加密引擎的统计信息。 

表1-1 加密引擎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加密引擎的基本信息 display crypto-engine 

显示加密引擎的统计信息 display crypto-engine statistics [ engine-id engine-id slot 
slot-number ] 

清除加密引擎的统计计数 reset crypto-engine statistics [ engine-id engine-id slot 
slo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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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IPS 
1.1  FIPS简介 

FIPS（Fede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andards，联邦信息处理标准）140-2 是 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颁布的针对密码算法安全的

一个标准，它规定了一个安全系统中的密码模块应该满足的安全性要求。 

1.1.1  FIPS的安全级别 

FIPS 140-2 定义了四个安全级别：Level 1、Level 2、Level 3 和 Level 4，它们安全等级依次递增，

可广泛适用于密码模块的各种应用环境。目前，设备支持 Level 2 级别的 FIPS 140-2。 

若无特殊说明，本文中的 FIPS 即表示 Level 2 级别的 FIPS 140-2。 

1.1.2  FIPS的作用 

在 FIPS 模式下，设备具有更为严格的安全性要求，并会对密码模块进行相应的自检处理，以确认

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进入 FIPS 模式的设备同时也符合 CC（Common Criteria，公共准则）中的 NDPP（Network Device 
Protection Profile，网络设备保护特性）定义的功能要求。 

1.1.3  FIPS密码算法自检处理 

设备进入 FIPS 模式之后，为确保密码算法模块的功能正常运行，系统会进行自检处理，具体包括

启动自检、条件自检。启动自检失败后，自检进程所在的设备自动重启。条件自检失败后，自检进

程所在的单板不重启，但系统会输出密码算法自检失败的提示信息。 

 

如果自检失败，请联系售后技术服务工程师解决。 

 

1. 启动自检（Power-up Self-tests） 

启动自检是在设备启动过程中对 FIPS 允许使用的密码算法进行的自检。 

启动自检包括： 

• KAT（Known-answer Test，已知结果测试）：即使用密码算法对已知的密钥和明文进行运算，

如果运算结果与已知结果相同，则表示该算法的启动自检通过，否则表示自检失败。 

• PWCT（Pairwise Conditional Test，密钥对有效性测试） 

 签名和验证：生成 DSA/RSA/ECDSA 非对称密钥对时进行的自检，具体为，首先使用私钥

对指定数据进行签名，然后使用公钥对该签名数据进行验证，如果解密成功，则表示自检

通过，否则自检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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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和解密：生成 RSA 非对称密钥对时进行的自检，具体为，首先使用公钥加密任意一段

明文，然后使用对应的私钥对生成的密文进行解密，如果解密成功，则表示自检通过，否

则自检失败。 

启动自检具体内容如 表 1-1 所示。 

表1-1 启动自检列表 

启动自检类型 自检操作 

软件加密算法自检 

对以下软件加密算法进行自检： 

• SHA1、SHA224、SHA256、SHA384、SHA512（KAT） 

• HMAC-SHA1、HMAC-SHA224、HMAC-SHA256、HMAC-SHA384、
HMAC-SHA512（KAT） 

• AES（KAT） 

• RSA 签名和验证（KAT） 

• RSA 签名和验证（PWCT） 

• RSA 加密和解密（PWCT） 

• DSA 签名和验证（PWCT） 

• ECDSA 签名和验证（PWCT） 

• DRBG（KAT） 

• ECDH（KAT） 

• GCM（KAT） 

• GMAC（KAT） 

 

2. 条件自检（Conditional Self-tests） 

条件自检是在非对称密码模块和随机数生成模块被使用时进行的自检，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测试： 

• 签名和验证的 PWCT：生成 DSA/RSA 非对称密钥对时进行的自检，具体为，首先使用私钥

对指定数据进行签名，然后使用公钥对该签名数据进行验证，如果验证成功，则表示自检通

过，否则自检失败。 

• 随机数连续性测试：生成随机数的过程中进行的自检，如果前后两次生成的随机数不同，则

表示自检通过，否则自检失败。该自检过程也会在生成 DSA/RSA 非对称密钥对时进行。 

1.2  FIPS配置限制和指导 

1. FIPS模式对密码要求的注意事项 

• 设备重启进入 FIPS 模式之前，系统会自动删除所有非 FIPS 模式下配置的密钥对和不符合

FIPS 标准（密钥位数小于 2048 位，签名 HSAH 算法为 MD5）的数字证书。因此，由非 FIPS
模式切换到 FIPS 模式后，用户将无法直接通过 SSH 方式登录设备。若需要进行 SSH 登录，

必须先在 FIPS 模式下，通过 Console 口登录设备，并创建 SSH 服务器所需的密钥对，才能

支持 SSH 用户登录。 

• 登录 FIPS 模式下的设备时使用的用户密码必须符合 Password Control 密码管理策略，例如

必须符合一定的密码长度策略、密码复杂度策略以及密码老化策略等。其中，密码的老化时

间策略需要关注。当密码的使用时间超过老化时间后，系统会要求用户及时更换密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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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出厂系统时间比较早，等到进入 FIPS 模式之后再去调整正确的系统时间很可能会导致

登录密码在下一次登录系统时过期。 

2. FIPS模式下配置回滚的注意事项 

• FIPS 模式下的配置支持配置回滚，FIPS 模式与非 FIPS 模式之间的配置也支持配置回滚。需

要注意的是，对 FIPS 模式与非 FIPS 模式之间的配置执行回滚操作后，建议删除登录设备的

本地用户并重新设置登录设备的本地用户（包括密码、用户角色和服务类型等属性），然后保

存当前配置并设置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最后重启设备。重启之后，回滚后的配置才能生效。

此过程期间，请勿退出系统或进行其它操作，否则可能会登录失败。 

• 为保证自动重启方式进入的 FIPS 模式与非 FIPS 模式之间的配置成功进行回滚，设备进入

FIPS 模式后请首先保存配置，然后进行其它操作；为保证自动重启方式进入的非 FIPS 模式

与 FIPS 模式之间的配置成功进行回滚，设备进入非 FIPS 模式后请首先保存配置，然后进行

其它操作。 

3. FIPS模式与IRF 

• 建议不要将 FIPS 模式状态不相同的设备进行 IRF 搭建。 

• 如果在 IRF 环境下切换 FIPS 模式，需要重新启动整个 IRF 之后才能生效。 

4. 进入FIPS模式后功能变化的注意事项 

• 仅支持 scheme 类型的用户登录认证方式。 

• FTP/TFTP 服务器和客户端功能被禁用。 

• Telnet 服务器和客户端功能被禁用。 

• HTTP 服务器功能被禁用。 

• SNMPv1 和 SNMPv2c 版本的 SNMP 功能被禁用，只允许使用 SNMPv3 版本。 

• SSL 服务器功能只支持 TLS1.0、TLS1.1、TLS1.2 协议。 

• SSH 服务器功能不兼容 SSHv1 客户端，不支持 DSA 类型的密钥对。 

• 仅支持生成 2048 位的 RSA 密钥对和 2048 位的 DSA 密钥对。因此设备作为服务器时，若要

求对客户端进行公钥认证，则客户端的密钥对也需要为 2048 位，否则服务器将会拒绝客户端

的连接。 

• 仅支持 256 位以上的 ECDSA 密钥对。因此设备作为服务器时，若要求对客户端进行公钥认

证，则客户端的密钥对也需要为 256 位以上，否则服务器将会拒绝客户端的连接。 

• SSH、SNMPv3、IPsec 和 SSL 不支持 DES、3DES、RC4、MD5 算法。 

• 不能关闭全局 Password Control 功能，即 undo password-control enable 命令执行后

不生效。 

• 部分特性中的密码设置将具有更严格的安全性要求： 

 AAA 服务器的共享密钥、IKE 协商的预共享密钥、SNMPv3 用户的认证密钥都必须满足固

定的要求：密码最小长度为 15，密码元素的最少组合类型为 4（必须包括数字、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以及特殊字符）。 

 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的密码和用户角色切换密码受 Password Control 密码策略的管理，缺

省要求为：密码最小长度为 15，密码元素的最少组合类型为 4（必须包括数字、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以及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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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进入FIPS模式 

1.3.1  FIPS模式进入方式 

系统提供了两种启动选择来进入 FIPS 模式：自动重启方式和手动重启方式。 

• 自动重启方式下，系统以交互式方式要求用户完成配置下次登录设备所需的用户名和密码，

之后自动创建一个 FIPS 缺省配置文件（名称为 fips-startup.cfg），将其指定为下次启动配置

文件，然后自动使用 FIPS 缺省配置文件重启。 

• 手动重启方式下，系统不自动创建进入 FIPS 模式的下次启动配置文件，需要用户手工完成进

入 FIPS 模式所需的所有必要配置之后，手工重启设备。 

1.3.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当系统提示是否使用自动重启方式进入FIPS模式时，若使用组合键<Ctrl+C>退出或用户未在

30 秒内做出选择，则相当于输入“n”，设备将通过手动重启方式进入FIPS模式。需要注意的

是，手动重启方式必须完成相关配置准备，具体请参见 1.3.4  手动重启方式进入FIPS模式中

的配置准备，否则切换为FIPS模式后，无法正常登录。 

• 当系统提示是否使用自动重启方式进入 FIPS 模式时，若输入“y”选择自动重启后想退出配

置流程，可以使用组合键<Ctrl+C>中断配置流程。配置流程中断后，已输入的开启 FIPS 模式

的命令将不被执行。 

1.3.3  自动重启方式进入FIPS模式 

1. 配置准备 

为避免进入 FIPS 模式之后，登录密码因为 Password Control 密码老化策略的限制而过期，建议在

执行 fips mode enable 命令之前确认系统时间正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FIPS 模式。 
fips mode enable 

缺省情况下，FIPS 模式处于关闭状态。 

(3) 系统提示是否使用自动重启方式进入 FIPS 模式，在 30 秒内输入“y”，设备将开始自动配置

流程。 

(4) 根据命令提示输入登录 FIPS 模式的设备时所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通过交互式方式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设备会自动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该用户将

会成为 FIPS 模式中安全管理员（Crypto Officer），其密码必须是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

以及特殊字符的组合，且最小长度为 15 位；服务类型为 terminal，角色为 network-admin。 

(5) 设备自动重启并进入 FIPS 模式。 

进入 FIPS 模式后，用户只能通过步骤（4）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运行于 FIPS 模式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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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手动重启方式进入FIPS模式 

1. 配置准备 

(1) 为避免进入 FIPS 模式之后，登录密码因为 Password Control 密码老化策略的限制而过期，

建议在配置进入 FIPS 模式使用的本地用户名和密码之前确认系统时间正确。 

(2) 配置密码管理功能 

a. 开启全局 Password Control 功能。 

b. 设置全局 Password Control 密码组合类型的个数为 4，每种类型至少 1 个字符；设置全局

Password Control 的密码最小长度为 15。 

关于密码管理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考“安全配置指导”中的“Password Control”。 

(3) 配置本地用户 

a. 创建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 

b. 配置符合密码管理规则的本地用户密码。 

c. 配置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 

d. 配置服务类型为 termina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FIPS 模式。 
fips mode enable 

缺省情况下，FIPS 模式处于关闭状态。 

执行 fips mode enable 命令之后到系统重启之前的这个时间段，不建议执行除 reboot、

save 以及相应的配置准备之外的其它命令，否则可能会不能达到预期的执行效果。 

(3) 根据命令提示选择手动重启。 

(4) 保存当前配置文件并设置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5) 删除二进制类型的下次启动配置文件（文件名后缀为“.mdb”）。如果不删除二进制类型的

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则设备使用二进制配置文件启动时，FIPS 模式下不支持的命令（如果存

在于配置文件中）也会被恢复，从而影响 FIPS 模式下系统的正常运行。 

(6) 手工重启设备，进入 FIPS 模式。 

进入 FIPS 模式后，用户只能通过预先设置的本地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处于 FIPS 模式的设备。 

1.4  手工触发密码算法自检 

1. 功能简介 

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当用户或管理员需要确认当前 FIPS 模式下的系统中的密码算法模块是否正常

工作时，可以通过执行命令来手工触发系统进行密码算法自检工作。手工触发的密码算法自检内容

与设备启动时自动进行的启动自检内容相同。该自检失败后，设备会自动重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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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手工触发密码算法自检。 
fips self-test 

1.5  退出FIPS模式 

1. 功能简介 

关闭 FIPS 模式并重启设备之后，设备会返回到非 FIPS 的工作模式下。 

系统提供了两种方式来退出 FIPS 模式：  

• 自动重启方式：系统自动创建一个非 FIPS 缺省配置文件（名称为 non-fips-startup.cfg），同

时将其指定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之后自动使用非 FIPS 缺省配置文件重启。重启之后，当前

登录用户不需要输入任何信息即可直接登录到非 FIPS 模式的系统。 

• 手动重启方式：系统不自动创建进入非 FIPS 模式的下次启动配置文件，需要用户手工完成进

入非 FIPS 模式所需的所有必要配置之后，手工重启设备。重启之后，当前登录用户需要根据

配置的登录认证方式输入相应的用户信息登录到非 FIPS 模式的系统。 

从 FIPS 模式切换到非 FIPS 模式时，登录设备的缺省认证方式如下，用户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登

录认证方式： 

• 通过 VTY 用户线登录设备时的缺省认证方式为 password。 

• 通过 Console 口登录设备时的缺省认证方式均为 none。 

2. 自动重启方式退出FIPS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关闭 FIPS 模式。 
undo fips mode enable 

缺省情况下，FIPS 模式处于关闭状态。 

(3) 根据命令提示选择自动重启退出 FIPS。 

3. 手工重启方式退出FIPS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关闭 FIPS 模式。 
undo fips mode enable 

缺省情况下，FIPS 模式处于关闭状态。 

(3) 设置登录认证方式和登录用户名、密码。 

 对于当前远程登录的用户，若要登录非 FIPS 模式，则必须在不退出当前用户线的情况下，

重新设置登录设备的认证方式为 scheme，并设置对应的登录用户和密码（也可使用当前

的登录用户和密码）。 

 对于当前通过Console口登录的用户，若要登录非FIPS模式的系统，根据用户当前的不同

登录方式，需要进行不同的设置，如 表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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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登录方式与设置要求对照表 

用户当前登录方式 设置要求 

password  设置认证方式为password，并设置对应的登录密码 

scheme 设置认证方式为scheme，并设置对应的登录用户和密码（也可使用当前的登录

用户和密码） 

none 需要认证方式为none 

 

(4) 根据命令提示选择手动重启。 

(5) 保存当前配置文件并设置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6) 删除二进制类型的下次启动配置文件（文件名后缀为“.mdb”）。 

(7) 重启设备。 

1.6  FIPS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FIPS 模式的状态，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3 FIPS 的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算法库的版本号 display crypto version 

显示FIPS模式的状态 display fips status 

 

1.7  FIPS典型配置举例 

1.7.1  自动重启设备进入FIPS模式 

1. 组网需求 

自动重启设备进入 FIPS 模式，并采用 Console 口登录 FIPS 模式的设备。 

2. 配置步骤 

# 若要保存当前配置，请在开启 FIPS 模式之前，执行 save 命令。 

# 开启 FIPS 模式，并选择自动重启方式进入 FIPS 模式。设置用户名为 root，对应的密码为

12345zxcvb!@#$%ZXCVB。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fips mode enable 

FIPS mode change requires a device reboot. Continue? [Y/N]:y 

Reboot the device automatically? [Y/N]:y 

The system will create a new startup configuration file for FIPS mode. After you set the login 
username and password for FIPS mode, the device will reboot automatically. 

Enter username(1-55 characters):root 

Enter password(15-63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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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rm password: 

Waiting for reboot... After reboot, the device will enter FIPS mode. 

3. 验证结果 

重启设备后，输入用户名 root 和对应的密码。首次登录时，系统会提示重置密码。重置密码成功后，

进入 FIPS 模式的系统。重置的密码必须是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以及特殊字符的组合，最小

长度为 15 位，且需要与旧密码不同（具体要求请见系统提示）。 
Press ENTER to get started. 

login: root 

Password: 

First login or password reset. For security reason, you need to change your password. Please 
enter your password. 

old password: 

new password: 

confirm: 

Updating user information. Please wait ... ... 

…（略） 

<Sysname>   

# 显示当前 FIPS 模式状态。 
<Sysname> display fips status 

FIPS mode is enabled. 

# 查看缺省的配置文件内容。 
<Sysname> more fips-startup.cfg 

# 

 password-control enable 

# 

local-user root class manage 

 service-type terminal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 

 fips mode enable 

# 

return 

 

<Sysname> 

1.7.2  手动重启设备进入FIPS模式 

1. 组网需求 

手动重启设备进入 FIPS 模式，并采用 Console 口登录 FIPS 模式的设备。 

2. 配置步骤 

# 开启全局 Password Control 功能。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enable 

# 设置全局 Password Control 密码组合类型的个数为 4，每种类型至少一个字符。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composition type-number 4 type-leng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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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全局 Password Control 的密码最小长度为 15。 
[Sysname] password-control length 15 

# 添加设备管理类本地用户：用户名为 test、密码为 12345zxcvb!@#$%ZXCVB、用户角色为

network-admin，服务类型为 Terminal。 
[Sysname] local-user test class manage 

[Sysname-luser-manage-test] password simple 12345zxcvb!@#$%ZXCVB 

[Sysname-luser-manage-test] authorization-attribute user-role network-admin 

[Sysname-luser-manage-test] service-type terminal 

[Sysname-luser-manage-test] quit 

# 开启 FIPS 模式，并选择手动重启方式进入 FIPS 模式。 
[Sysname] fips mode enable 

FIPS mode change requires a device reboot. Continue? [Y/N]:y 

Reboot the device automatically? [Y/N]:n 

Change the configuration to meet FIPS mode requirements, save the configuration to the 
next-startup configuration file, and then reboot to enter FIPS mode. 

# 将当前配置保存到存储介质的根目录，并将该文件设置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Sysname] save 

The current configuration will be written to the device. Are you sure? [Y/N]:y 

Please input the file name(*.cfg)[flash:/startup.cfg] 

(To leave the existing filename unchanged, press the enter key): 

flash:/startup.cfg exists, overwrite? [Y/N]:y 

Validating file. Please wait... 

Saved the current configuration to mainboard device successfully. 

[Sysname] quit 

# 删除二进制类型的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Sysname> delete flash:/startup.mdb 

Delete flash:/startup.mdb?[Y/N]:y 

Deleting file flash:/startup.mdb...Done. 

# 重启设备。 
<Sysname> reboot 

3. 验证结果 

重启设备后，输入用户名 test 和对应的密码首次登录时，系统会提示重置密码。重置密码成功后，

进入 FIPS 模式的系统。重置的密码必须是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以及特殊字符的组合，最小

长度为 15 位，且需要与旧密码不同（具体要求请见系统提示）。 
Press ENTER to get started. 

login: test 

Password: 

First login or password reset. For security reason, you need to change your pass 

word. Please enter your password. 

old password: 

new password: 

confirm: 

Updating user information. Please wait ... ... 

…（略） 

<Sysname> 

# 显示当前 FIPS 模式状态，可见设备工作在 FIPS 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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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 display fips status 

FIPS mode is enabled. 

1.7.3  自动重启设备退出FIPS模式 

1. 组网需求 

当前用户已使用 Console 口登录到 FIPS 模式，要求自动重启设备退出 FIPS 模式。 

2. 配置步骤 

# 关闭 FIPS 模式。 
[Sysname] undo fips mode enable 

FIPS mode change requires a device reboot. Continue? [Y/N]:y 

The system will create a new startup configuration file for non-FIPS mode and then reboot 
automatically. Continue? [Y/N]:y 

Waiting for reboot... After reboot, the device will enter non-FIPS mode. 

3. 验证结果 

重启设备后，用户可直接进入系统。 
<Sysname> 

# 显示当前 FIPS 模式状态。 
<Sysname> display fips status 

FIPS mode is disabled. 

1.7.4  手动重启设备退出FIPS模式 

1. 组网需求 

当前用户已使用 SSH 远程登录到 FIPS 模式，用户名为 test、密码为 12345zxcvb!@#$%ZXCVB，
要求手动重启设备退出 FIPS 模式。 

2. 配置步骤 

# 关闭 FIPS 模式。 
[Sysname] undo fips mode enable 

FIPS mode change requires a device reboot. Continue? [Y/N]:y 

The system will create a new startup configuration file for non-FIPS mode, and then reboot 
automatically. Continue? [Y/N]:n 

Change the configuration to meet non-FIPS mode requirements, save the configuration to the 
next-startup configuration file, and then reboot to enter non-FIPS mode. 

# 设置登录 VTY 用户线的登录认证方式为 scheme。 
[Sysname] line vty 0 63 

[Sysname-line-vty0-63] authentication-mode scheme 

# 将当前配置保存到存储介质的根目录，并将该文件设置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Sysname] save 

The current configuration will be written to the device. Are you sure? [Y/N]:y 

Please input the file name(*.cfg)[flash:/startup.cfg] 

(To leave the existing filename unchanged, press the enter key): 

flash:/startup.cfg exists, overwrite? [Y/N]:y 

Validating file. Please wait... 

Saved the current configuration to mainboard device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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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 quit 

# 删除二进制类型的下次启动配置文件。 
<Sysname> delete flash:/startup.mdb 

Delete flash:/startup.mdb?[Y/N]:y 

Deleting file flash:/startup.mdb...Done. 

# 重启设备。 
<Sysname> reboot 

3. 验证结果 

重启设备后，输入用户名 test 和对应的密码 12345zxcvb!@#$%ZXCVB，进入非 FIPS 模式的系统。 
Press ENTER to get started. 

login: test 

Password: 

Last successfully login time:… 

（略） 

<Sysname> 

# 显示当前 FIPS 模式状态，可见设备工作在非 FIPS 模式下。 
<Sysname> display fips status 

FIPS mode is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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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02.1X Client 
1.1  802.1X Client功能简介 

802.1X 的体系结构包括客户端、设备端和认证服务器。客户端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安装了 802.1X
客户端软件的终端和网络设备。802.1X Client 功能允许网络设备作为客户端。有关 802.1X 体系的

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802.1X”。 

应用了 802.1X Client功能的典型组网图如 图 1-1 所示： 

图1-1 802.1X Client 组网图 

 

 

1.2  802.1X Client功能配置任务简介 

802.1X Client 功能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 802.1X Client功能 

(2) 配置 802.1X Client认证用户名和密码 

(3) 配置 802.1X Client采用的EAP认证方法 

(4) （可选）配置 802.1X Client认证使用的MAC地址 

(5) （可选）配置 802.1X Client认证使用的报文发送方式 

(6) （可选）配置 802.1X Client匿名认证用户名 

(7) 配置 802.1X Client引用的SSL客户端策略 

当 802.1X Client 认证采用 PEAP-MSCHAPv2、PEAP-GTC、TTLS-MSCHAPv2 或

TTLS-GTC 认证方式时，需要引用 SSL 客户端策略。 

1.3  开启802.1X Client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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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802.1X Client 功能。 
dot1x supplicant enable 

缺省情况下，802.1X Client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4  配置802.1X Client认证用户名和密码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确保认证成功，请将接入设备上配置的用户名和密码与认证服务器上配置的用户名和密码保持一

致。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802.1X Client 认证用户名。 
dot1x supplicant username username 

(4) 配置 802.1X Client 认证密码。 
dot1x supplicant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1.5  配置802.1X Client采用的EAP认证方法 

1. 802.1X Client支持的EAP认证方法 

802.1X Client 支持的 EAP 认证方法分为 MD5-Challenge、PEAP-MSCHAPv2、PEAP-GTC、

TTLS-MSCHAPv2 和 TTLS-GTC。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若 802.1X Client 采用 MD5-Challenge 认证方法，则设备端（Authenticator）的 802.1X 认证方法可

以配置为 PAP、CHAP 或 EAP。 

若 802.1X Client 采用其它认证方法，则设备端的认证方法必须配置为 EAP。 

有关设备端认证方法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802.1X”。 

配置的 802.1X Client 认证方法必须和认证服务器端支持的 EAP 认证方法保持一致。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802.1X Client 认证方法。 
dot1x supplicant eap-method { md5 | peap-gtc | peap-mschapv2 | ttls-gtc 

| ttls-mschapv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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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802.1X Client 采用的 EAP 认证方法为 MD5-Challenge。 

1.6  配置802.1X Client认证使用的MAC地址 

1. 功能简介 

802.1X Client 通过认证后，认证设备上接入 802.1X Client 的接口会将 802.1X Client 的 MAC 地址

加入到 MAC 地址表项中，使 802.1X Client 具有相应的访问权限。当 802.1X Client 上有多个接口

同时进行 802.1X 认证时，为保证各接口能顺利通过认证，需要为各接口配置不同的 MAC 地址。可

通过以太网接口视图下的 mac-address 命令为接口配置不同的 MAC 地址，或通过本命令为以太

网接口配置不同的 802.1X Client 认证使用的 MAC 地址。关于 mac-address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

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MAC 地址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802.1X Client 认证使用的 MAC 地址。 
dot1x supplicant mac-address mac-address 

缺省情况下，802.1X Client 认证使用接口的 MAC 地址，若获取不到接口 MAC 地址则使用设

备的 MAC 地址。 

1.7  配置802.1X Client认证使用的报文发送方式 

1. 功能简介 

设备作为 802.1X Client 进行 802.1X 认证时，如果网络中的 NAS 设备不支持接收单播

EAP-Response 或 EAPOL-Logoff 报文，会导致 802.1X 认证失败，此时建议开启组播发送方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802.1X Client 认证使用的报文发送方式。 
dot1x supplicant transmit-mode { multicast | unicast } 

缺省情况下，802.1X Client 认证使用单播方式发送 EAP-Response 和 EAPOL-Logoff 报文。 

1.8  配置802.1X Client匿名认证用户名 

1. 功能简介 

仅在采用 PEAP-MSCHAPv2、PEAP-GTC、TTLS-MSCHAPv2 和 TTLS-GTC 认证方法时，才需要

配置匿名认证用户名。802.1X Client 在第一阶段的认证过程中，优先发送匿名认证用户名，而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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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段将在被加密的报文中发送配置的认证用户名。配置了 802.1X Client 匿名认证用户名可有效

保护认证用户名不在第一阶段的认证过程中被泄露。如果设备上没有配置匿名认证用户名，则两个

认证阶段均使用配置的认证用户名进行认证。 

当 802.1X Client 认证采用的认证方法为 MD5-Challenge 时，被认证设备不会使用配置的匿名认证

用户名认证，而是使用配置的认证用户名进行认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认证服务器厂商不支持匿名认证用户名，则不要配置匿名认证用户名。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802.1X Client 匿名认证用户名。 
dot1x supplicant anonymous identify identifier 

1.9  配置802.1X Client引用的SSL客户端策略 

1. 功能简介 

当 802.1X Client 认证采用 PEAP-MSCHAPv2、PEAP-GTC、TTLS-MSCHAPv2 或 TTLS-GTC 时，

被认证设备作为 SSL 客户端会在 802.1X Client 第一阶段认证过程中，与对端 SSL 服务器进行 SSL
协商。在第二阶段被认证设备使用 SSL 协商出来的结果对交互的认证报文进行加密传输。 

在 SSL 协商过程中，802.1X Client 作为 SSL 客户端连接 SSL 服务器时，需要使用本命令来引用

SSL 客户端策略。SSL 客户端策略中配置了 SSL 客户端启动时使用的 SSL 参数，包括使用的 PKI
域、支持的加密套件和使用的 SSL 协议版本。有关 SSL 客户端策略的详细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

指导”中的“SS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802.1X Client 引用的 SSL 客户端策略。 
dot1x supplicant ssl-client-policy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802.1X Client 引用系统缺省的 SSL 客户端策略。 

1.10  802.1X Client功能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802.1X Client 功能的运行情

况，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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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802.1X Client 功能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802.1X Client功能的配置信息、运

行情况和统计信息 
display dot1x supplicant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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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配置指导主要介绍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故障检测和快速保护倒换

这两类可靠性技术的原理及具体配置。通过这些技术，您可以进行网络故障检测和诊断、出现故障

时能够快速的进行业务恢复。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技术支持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格    式 意    义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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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交换机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全兼容性手册 列出S5200S-EI & S5200S-HI的兼容性声明，并对兼容性和安

全的细节进行说明 

快速安装指南 指导您对设备进行初始安装、配置，通常针对 常用的情况，

减少您的检索时间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S5200S-EI & S5200S-HI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

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S5200S-EI & S5200S-HI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

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的功能 

运行维护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S5200S-EI & S5200S-HI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

版本配套说明、兼容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zgsm_service@thunis.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10-9998（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unis-h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zgsm_info@thunis.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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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太网OAM 

1.1  以太网OAM简介 

以太网 OAM（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操作、管理和维护）是一种监控网络

故障的工具，主要用于解决以太网接入“最后一公里”中常见的链路问题，能够有效提高以太网的

管理和维护能力，保障网络的稳定运行。用户通过在两个点到点连接的设备上启用以太网 OAM 功

能，可以监控这两台设备之间的链路状态。 

1.1.1  以太网OAM主要功能 

以太网 OAM 的主要功能包括： 

• 链路性能监测：对链路的各种性能进行监测，包括对丢包、时延和抖动等数据的衡量，以及

对各类流量的统计。 

• 故障侦测和告警：通过发送检测报文来探测链路的连通性，当链路出现故障时及时通知网络

管理员。 

• 环路测试：通过监测所发出报文的返回情况来检测链路质量和定位链路故障。 

1.1.2  以太网OAM协议报文 

以太网OAM工作在数据链路层，其协议报文被称为OAMPDU（OAM Protocol Data Unit，OAM协

议数据单元）。以太网OAM就是通过设备之间定时交互OAMPDU来报告链路状态，使网络管理员能

够对网络进行有效的管理。几种常见的OAMPDU及其作用如 表 1-1 所示。 

表1-1 常见的 OAMPDU 及其作用 

报文类型 中文含义 作用 

Information OAMPDU 信息OAMPDU 
用于将OAM实体的状态信息（包括本地信息、远端信

息和自定义信息）发给远端OAM实体，以保持以太网

OAM连接 

Event Notification OAMPDU 事件通知OAMPDU 一般用于链路监控，对连接本端和远端OAM实体的链

路上所发生的故障进行告警 

Loopback Control OAMPDU 环回控制OAMPDU 
主要用于远端环回控制，用来控制远端设备的OAM环

回状态，该报文中带有开启或关闭环回功能的信息，

根据该信息开启或关闭远端环回功能 

 

 

我们将开启了以太网 OAM 功能的接口称为“以太网 OAM 实体”，简称“OAM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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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以太网OAM工作流程 

1. 建立以太网OAM连接 

以太网 OAM 连接的建立过程也称为 Discovery 阶段，即本端 OAM 实体发现远端 OAM 实体、并与

之建立稳定对话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相连的 OAM 实体通过交互 Information OAMPDU 通报各自的以太网 OAM 配置信

息和本端支持的以太网 OAM 能力信息。当 OAM 实体收到远端的配置参数后，决定是否建立 OAM
连接。当两端 OAM 实体对远端环回功能、单向链路检测及链路事件等配置信息的检查都通过之后，

以太网 OAM 协议开始正常工作。 

以太网OAM的连接模式有两种：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以太网OAM连接只能由主动模式的OAM实

体发起，而被动模式的OAM实体只能等待远端OAM实体的连接请求；同处于被动模式下的两个OAM
实体之间无法建立以太网OAM连接。在这两种模式下设备的处理能力如 表 1-2 所示。 

表1-2 主动模式与被动模式的处理能力比较 

处理能力 主动模式 被动模式 

初始化以太网OAM Discovery过程 可以 不可以 

对以太网OAM Discovery初始化过程的响应 可以 可以 

发送Information OAMPDU 可以 可以 

发送Event Notification OAMPDU 可以 可以 

发送不携带TLV的Information OAMPDU 可以 可以 

发送Loopback Control OAMPDU 可以 不可以 

对Loopback Control OAMPDU的响应 可以，但需要远端为主动模式 可以 

 

以太网 OAM 连接建立后，两端的 OAM 实体会以一定的时间间隔为周期发送 Information OAMPDU
来检测连接是否正常，该间隔被称为握手报文发送间隔。如果一端 OAM 实体在连接超时时间内未

收到远端 OAM 实体发来的 Information OAMPDU，则认为 OAM 连接中断。 

2. 链路监控 

以太网的故障检测非常困难，特别是在网络物理通信没有中断而网络性能缓慢下降的情况下。链路

监控用于在各种环境下检测和发现链路层故障，以太网OAM通过交互Event Notification OAMPDU
来监控链路：当一端OAM实体监控到一般链路事件（其所含类型如 表 1-3 所示）时，将向其远端

发送Event Notification OAMPDU以进行通报，管理员可以通过观察日志信息动态地掌握网络的状

况。 

表1-3 一般链路事件 

事件类型 描述 

错误帧事件（Errored Frame Event） 以设定的时间为检测窗口，在窗口期内检测到的错误帧数量如果达到

或超过了检测阈值，就产生一次错误帧事件 

错误帧周期事件（Errored Frame Period 
Event） 

以收到设定数量的帧为检测窗口，在窗口期内检测到的错误帧数量如

果达到或超过了检测阈值，就产生一次错误帧周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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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 描述 

错误帧秒事件（Errored Frame Seconds 
Event） 

以设定的时间为检测窗口，在窗口期内检测到的错误帧秒（在某一秒

内检测到至少一个错误帧，就称该秒为错误帧秒）数量如果达到或超

过了检测阈值，就产生一次错误帧秒事件 

 

3. 远端故障检测 

在以太网OAM连接已建立的情况下，两端的OAM实体会不断交互Information OAMPDU。当设备故

障或不可用导致流量中断时，故障端OAM实体会通过Information OAMPDU中的Flag域将故障信息

（即紧急链路事件类型）通知给远端OAM实体。这样，管理员可以通过观察日志信息动态地了解链

路状态，对相应的错误及时进行处理。紧急链路事件的类型及其对应的Information OAMPDU发送

频率如 表 1-4 所示。 

表1-4 紧急链路事件 

事件类型 描述 OAMPDU 发送频率 

链路故障（Link Fault） 远端链路信号丢失 每秒发送一次 

致命故障（Dying Gasp） 不可预知的状态发生，比如电源中断 不间断发送 

紧急事件（Critical Event） 不能确定的紧急事件发生 不间断发送 

 

4. 远端环回 

远端环回是指主动模式下的 OAM 实体向远端发送除 OAMPDU 以外的所有其它报文时，远端收到

报文后不按其目的地址进行转发，而是将其按原路返回给本端。远端环回只有在以太网 OAM 连接

建立之后才能实现。 

远端环回功能可用于检测链路质量和定位链路故障。定期进行环回检测可以及时发现网络故障，并

可通过分段进行环回检测来定位故障发生的具体区域。 

1.1.4  协议规范 

与以太网 OAM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IEEE 802.3ah：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 (CSMA/CD) Access 
Method and Physical Layer Specifications 

1.2  以太网OAM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对收、发携带有紧急链路事件的 Information OAMPDU 的支持情况如下： 

• 支持接收携带所有类型紧急链路事件的 Information OAMPDU。 

• 支持发送携带链路故障事件的 Information OAMPDU。 

• 仅支持在设备重启或接口被 shutdown时发送携带致命故障事件的 Information OAMPDU，但

IRF 物理接口不支持发送该报文。 

• 不支持发送携带紧急事件的 Information OAM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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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以太网OAM配置任务简介 

以太网 OAM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以太网OAM基本功能 

(2) （可选）配置以太网OAM连接检测定时器 

(3) （可选）配置一般链路事件检测参数 

 配置错误帧事件检测参数 

 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检测参数 

 配置错误帧秒事件检测参数 

(4) （可选）配置对远端以太网OAM事件的响应动作 

(5) （可选）配置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 

 开启以太网OAM远端环回功能 

 拒绝远端发起的以太网OAM远端环回 

1.4  配置以太网OAM基本功能 

1. 功能简介 

以太网 OAM 的连接模式分为主动和被动模式，当开启了以太网 OAM 功能之后，以太网接口开始

使用预设的连接模式与其远端接口建立以太网 OAM 连接。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不允许在已开启以太网 OAM 功能的接口上更改以太网 OAM 的连接模式。如需更改，请先关闭该

接口上的以太网 OAM 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以太网 OAM 的连接模式。 
oam mode { active | passive }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 OAM 连接模式为主动模式。 

(4) 开启以太网 OAM 功能。 
oam enable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 OAM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  配置以太网OAM连接检测定时器 

1.5.1  功能简介 

以太网 OAM 连接建立后，两端的 OAM 实体会以一定的时间间隔为周期发送 Information OAMPDU
来检测连接是否正常，该间隔被称为握手报文发送间隔。如果一端 OAM 实体在连接超时时间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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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远端 OAM 实体发来的 Information OAMPDU，则认为 OAM 连接中断。通过调整握手报文发送

间隔和连接超时时间，可以改变以太网 OAM 连接的检测精度。 

1.5.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既可在系统视图下配置对所有接口都有效的全局值，也可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只对当前接口有效

的接口值，后者的配置优先级较高。 

由于本端 OAM 实体在连接超时后将老化与远端 OAM 实体的连接关系，导致 OAM 连接中断，因此

连接超时时间必须大于握手报文发送间隔（建议为五倍或以上），否则将导致以太网 OAM 连接不稳

定。 

1.5.3  全局配置以太网OAM连接检测定时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配置以太网 OAM 握手报文的发送间隔。 
oam global timer hello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 OAM 握手报文发送间隔的全局值为 1000 毫秒。 

(3) 全局配置以太网 OAM 连接的超时时间。 
oam global timer keepalive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 OAM 连接超时时间的全局值为 5000 毫秒。 

1.5.4  在接口上配置以太网OAM连接检测定时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在接口上配置以太网 OAM 握手报文的发送间隔。 
oam timer hello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接口采用全局值。 

(4) 在接口上配置以太网 OAM 连接的超时时间。 
oam timer keepalive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接口采用全局值。 

1.6  配置错误帧事件检测参数 

1.6.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既可在系统视图下配置对所有接口都有效的全局值，也可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只对当前接口有效

的接口值，后者的配置优先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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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全局配置错误帧事件检测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配置错误帧事件的检测窗口。 
oam global errored-frame window window-value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事件检测窗口的全局值为 1000 毫秒。 

(3) 全局配置错误帧事件的检测阈值。 
oam global errored-frame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事件检测阈值的全局值为 1 次。 

1.6.3  在接口上配置错误帧事件检测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在接口上配置错误帧事件的检测窗口。 
oam errored-frame window window-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采用全局值。 

(4) 在接口上配置错误帧事件的检测阈值。 
oam errored-frame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采用全局值。 

1.7  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检测参数 

1.7.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既可在系统视图下配置对所有接口都有效的全局值，也可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只对当前接口有效

的接口值，后者的配置优先级较高。 

1.7.2  全局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检测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的检测窗口。 
oam global errored-frame-period window window-value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周期事件检测窗口的全局值为 10000000 次。 

(3) 全局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的检测阈值。 
oam global errored-frame-period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周期事件检测阈值的全局值为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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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在接口上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检测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在接口上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的检测窗口。 
oam errored-frame-period window window-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采用全局值。 

(4) 在接口上配置错误帧周期事件的检测阈值。 
oam errored-frame-period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采用全局值。 

1.8  配置错误帧秒事件检测参数 

1.8.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既可在系统视图下配置对所有接口都有效的全局值，也可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只对当前接口有效

的接口值，后者的配置优先级较高。 

在数量上，错误帧秒事件的检测阈值不应大于其检测窗口值（换算成秒），否则将不会产生错误帧

秒事件。 

1.8.2  全局配置错误帧秒事件检测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配置错误帧秒事件的检测窗口。 
oam global errored-frame-seconds window window-value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秒事件检测窗口的全局值为 60000 毫秒。 

(3) 全局配置错误帧秒事件的检测阈值。 
oam global errored-frame-seconds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缺省情况下，错误帧秒事件检测阈值的全局值为 1 次。 

1.8.3  在接口上配置错误帧秒事件检测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在接口上配置错误帧秒事件的检测窗口。 
oam errored-frame-seconds window window-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采用全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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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接口上配置错误帧秒事件的检测阈值。 
oam errored-frame-seconds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缺省情况下，接口采用全局值。 

1.9  配置对远端以太网OAM事件的响应动作 

1. 功能简介 

通过本配置可以使接口在收到远端以太网 OAM 事件时除了记录日志外，还会自动断开 OAM 连接，

并设置该接口的链路层状态为 down。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收到远端以太网 OAM 事件时的响应动作。 
oam remote-failure { connection-expired | critical-event | dying-gasp | 
link-fault } action error-link-down 

缺省情况下，接口收到远端以太网 OAM 事件后仅记录日志。 

1.10  开启以太网OAM远端环回功能 

1.10.1  功能简介 

在本端接口上开启了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之后，该接口将向远端接口发送 Loopback Control 
OAMPDU，使远端进入 OAM 环回状态。然后，远端会返回本端发送来的报文（除 OAMPDU 以外），

用户可以通过观察这些报文的返回情况来计算链路丢包率，以此来评判链路性能。 

1.10.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由于远端环回功能将使正常业务受到影响，因此请慎重开启该功能。 

只有当接口上的以太网 OAM 连接已建立完成，且以太网 OAM 的连接模式为主动模式时，才允许

在该接口上开启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 

只有本端和远端接口都支持远端环回功能、且在全双工链路上才能实现远端环回功能。 

在开启远端环回时，将引起所有数据流量的中断；当退出远端环回后，接口将自动执行一次先关闭

再开启的操作。导致接口退出远端环回的原因有：关闭接口上的以太网 OAM 功能、关闭接口上的

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或 OAM 连接超时等。 

如果在远端环回过程中开启了内部环回功能，远端环回将终止。有关环回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以太网接口”。 

用户既可在用户视图或系统视图下开启指定接口的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也可在接口视图下

开启当前接口的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三者的配置效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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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开启指定接口的以太网OAM远端环回功能 

(1) （可选）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用户也可以在用户视图下执行以下任务。 

(2) 开启指定接口的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 
oam remote-loopback start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0.4  开启当前接口的以太网OAM远端环回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当前接口的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 
oam remote-loopback start 

缺省情况下，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1  拒绝远端发起的以太网OAM远端环回 

1. 功能简介 

由于远端环回功能会使正常业务受到影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用户可通过本配置使本端接口不受

远端发来的 Loopback Control OAMPDU 的控制，从而拒绝其发起的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 

2. 配置限制与指导 

在执行本配置时若接口已处于环回状态，则该配置将从下次环回开始时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拒绝远端发起的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 
oam remote-loopback reject-request 

缺省情况下，接口不拒绝远端发起的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 

1.12  以太网OAM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以太网 OAM 的运行情况，

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以太网 OAM 的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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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以太网 OAM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以太网OAM连接的信息 display oam { local | remote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以太网OAM的配置信息 display oam configuration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以太网OAM的紧急链路事件

统计信息 
display oam critical-event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以太网OAM的一般链路事件

统计信息 
display oam link-event { local | remote }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以太网OAM的报文和一般链

路事件统计信息 
reset oam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13  以太网OAM典型配置举例 

1.13.1  以太网OAM基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通过在 Device A 和 Device B 上配置以太网 OAM 功能，实现二者之间链路连通性故障的自动

检测。 

• 通过观察 Device A 上收到错误帧的情况，来评判 Device A 与 Device B 之间的链路性能。 

2. 组网图 

图1-1 以太网 OAM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以太网 OAM 的连接模式为主动模式，并开启其以太网

OAM 功能。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oam mode activ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oam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错误帧事件的检测窗口为 20000 毫秒，检测阈值为 10
次。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oam errored-frame window 2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oam errored-frame threshold 1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2) 配置 Devic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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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以太网 OAM 的连接模式为被动模式，并开启其以太网

OAM 功能。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oam mode passiv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oam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4. 验证配置 

通过使用 display oam critical-event 命令可以显示以太网 OAM 的紧急链路事件统计信息，

例如： 

# 显示 Device A 所有接口上以太网 OAM 的紧急链路事件统计信息。 
[DeviceA] display oam critical-event 

----------- [GigabitEthernet1/0/1] ----------- 

 Local link status   : UP 

 Event statistics 

   Link fault        : Not occurred 

   Dying gasp        : Not occurred 

   Critical event    : Not occurred 

以上信息表明：Device A 与 Device B 之间的链路上尚未发生任何紧急链路事件。 

通过使用display oam link-event命令可以显示以太网OAM的一般链路事件统计信息，例如： 

# 显示 Device A 所有接口上以太网 OAM 的一般链路事件的本端统计信息。 
[DeviceA] display oam link-event local 

----------- [GigabitEthernet1/0/1] ----------- 

 Link status: UP 

 OAM local errored frame event 

   Event time stamp        : 5789 x 100 milliseconds 

   Errored frame window    : 200 x 100 milliseconds 

   Errored frame threshold : 10 error frames 

   Errored frame           : 13 error frames 

   Error running total     : 350 error frames 

   Event running total     : 17 events 

以上信息表明：从 Device A 开始运行时起，总共有 350 个错误帧，产生了 17 次错误帧事件，链路

性能并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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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FD 
1.1  CFD简介 

CFD（Connectivity Fault Detection，连通错误检测）遵循 IEEE 802.1ag 的 CFM（Connectivity Fault 
Management，连通错误管理）协议和 ITU-T 的 Y.1731 协议，是一种二层网络中基于 VLAN 的端

到端 OAM（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操作、管理和维护）机制，主要用于在

二层网络中检测链路连通性，以及在故障发生时确认故障并定位。 

1.1.1  CFD基本概念 

1. MD 

MD（Maintenance Domain，维护域）是指连通错误检测所覆盖的一个网络或网络的一部分，它以

“MD 名称”来标识。 

2. MA 

MA（Maintenance Association，维护集）是 MD 的一部分，一个 MD 可划分为一个或多个 MA。
MA 以“MD 名称＋MA 名称”来标识。 

MA 可以服务于指定的 VLAN，也可以不服务于任何 VLAN，分别称为带 VLAN 属性和不带 VLAN
属性的 MA。 

3. MP 

MP（Maintenance Point，维护点）配置在接口上，属于某个 MA，可分为 MEP（Maintenance 
association End Point，维护端点）和 MIP（Maintenance association Intermediate Point，维护中

间点）。 

MEP 确定了 MA 的边界，以“MEP ID”来标识。MEP 具有方向性，分为内向 MEP 和外向 MEP
两种： 

• 内向 MEP 通过除其所在的接口以外的所有接口向外发送 CFD 协议报文，即在其所属 MA 所

服务的 VLAN 中进行广播。 

• 外向 MEP 则直接通过其所在的接口向外发送 CFD 协议报文。 

MIP 位于 MA 的内部，不能主动发出 CFD 协议报文，但可以处理和响应 CFD 协议报文。MIP 由设

备自动创建，可以配合 MEP 完成类似于 ping 和 tracert 的功能。 

4. MEP列表 

MEP列表是同一MA中允许配置的本地MEP和需要监控的远端MEP的集合，它限定了MA中MEP
的选取范围，不同设备上同一 MA 中的所有 MEP 都应包含在此列表中，且 MEP ID 互不重复。如

果 MEP 收到来自远端设备的 CCM（Continuity Check Message，连续性检测报文）报文所携带的

MEP 不在同一 MA 的 MEP 列表中，就丢弃该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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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端设备发送的 CCM 报文应当携带 RDI（Remote Defect Indication，远程故障指示）标志位，否

则对端设备将无法感知某些故障。当 MA 中至少有一个本地 MEP 未学到 MEP 列表中的所有远端

MEP 时，该 MA 中的 MEP 发送的 CCM 报文将不会携带 RDI 标志位。 

 

1.1.2  CFD分级 

1. MD分级 

为了准确定位故障点，在 MD 中引入了级别（层次）的概念。MD 共分为八级，用整数 0～7 来表示，

数字越大级别越高，MD 的范围也就越大。不同 MD 之间可以相邻或嵌套，但不能交叉，且嵌套时

只能由高级别 MD 向低级别 MD 嵌套，即低级别 MD 必须包含在高级别 MD 内部。 

MD的分级使得故障定位更加便利和准确，如 图 1-1 所示，有MD_A和MD_B两个MD，MD_B嵌套

于MD_A中，如果在MD_A的边界上发现链路不通，则表明该域内的设备出现了故障，故障可能出

现在Device A～Device E这五台设备上。此时，如果在MD_B的边界上也发现链路不通，则故障范

围就缩小到Device B～Device D这三台设备上；反之，如果MD_B中的设备都工作正常，则至少可

以确定Device C是没有故障的。 

图1-1 两个嵌套的 MD 

 
 

CFD 协议报文的交互以及相关处理都是基于 MD 的，合理的 MD 规划可以帮助网络管理员迅速定位

故障点。 

2. MA和MP分级 

MA 的级别等于其所属 MD 的级别。 

MEP 的级别等于其所属 MD 的级别。 

MIP 的级别由其创建规则和所属 MD 的级别共同确定。MIP 的创建规则有以下两种： 

• Default 规则：当接口上没有更低级别的 MIP 时，在本级别创建 MIP。在此规则下，接口上即

使没有配置 MEP 也可创建 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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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licit 规则：当接口上没有更低级别的 MIP 且有更低级别的 MEP 时，在本级别创建 MIP。
在此规则下，接口上只有配置了更低级别的 MEP 时才可创建 MIP。 

当用户在设备上指定了MIP的创建规则后，系统会在尚没有MIP的接口上，按照级别由低到高依次

检查各MD中的MA，并按照 图 1-2 所示的流程来确定接口是否要在本级别创建MIP。 

图1-2 是否创建 MIP 的确定流程 

 
 

3. CFD分级示例 

图 1-3 所示为CFD的一种分级配置方式，图中共有 0、2、3、5 四个级别的MD，标识号较大的MD
的级别高、控制范围广；标识号较小的MD的级别低、控制范围小。在Device A～Device F的各接

口上配置了MP，譬如Device B的接口Port A上配置有：级别为 5 的MIP、级别为 3 的内向MEP、级

别为 2 的内向MEP和级别为 0 的外向MEP。 

图1-3 CFD 的分级配置 

 
 

接口上是否有更低级别的MIP？
是

否

创建规则是什么？
Default规则

Explicit规则

确定接口是否要在本级别创建MIP

接口上是否有更低级别的MEP？
否是

接口在本级别创建MIP 接口不在本级别创建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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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MP的报文处理 

对于带 VLAN 属性的 MA，MP 仅在其所属 MA 所服务于的 VLAN 中发送的报文，报文的级别为 MP
所属 MD 的级别。 

对于不带 VLAN 属性的 MA，MP 只能为外向 MEP，主要用来检测直连链路的状态。不带 VLAN 属

性的外向 MEP 所发送报文的级别为该 MEP 所属 MD 的级别。 

当 MEP 收到高于自己级别的报文时只转发该报文，不会进行处理；当 MEP 收到小于等于自己级别

的报文时才会进行处理。 

当 MIP 收到不等于自己级别的报文时只转发该报文，不会进行处理；当 MIP 收到等于自己级别的

报文时才会进行处理。 

1.1.4  CFD各项功能 

连通错误检测的有效应用建立在合理的网络部署和配置之上，它的功能是在所配置的 MP 之间实现

的。 

1. 连续性检测功能 

MEP 之间的连通失败可能由设备故障或配置错误造成，连续性检测（Continuity Check，CC）功能

就是用来检测 MEP 之间的连通状态。该功能的实现方式是：由 MEP 周期性地发送 CCM 报文，相

同 MA 的其它 MEP 接收该报文，并由此获知远端状态。若 MEP 在 3.5 个 CCM 报文发送周期内未

收到远端 MEP 发来的 CCM 报文，则认为链路有问题，会输出日志报告。当 MD 中的多个 MEP 在

发送 CCM 报文时，就实现了多点到多点之间的链路检测。 

CCM 报文是组播报文。 

2. 环回功能 

环回（Loopback，LB）功能类似于 IP 层的 ping 功能，用于验证源 MEP 与目标 MP 之间的连接状

态。该功能的实现方式是：由源 MEP 发送 LBM（Loopback Message，环回报文）报文给目标 MP，
并根据能否收到对端反馈的 LBR（Loopback Reply，环回应答）报文来检验链路状态。 

LBM 报文分为组播和单播两种报文，设备支持发送和处理单播 LBM 报文，不支持发送但可处理组

播 LBM 报文；LBR 是单播报文。 

3. 链路跟踪功能 

链路跟踪（Linktrace，LT）功能类似于 IP 层的 tracert 功能，用于确定源 MEP 到目标 MP 的路径，

其实现方式是：由源 MEP 发送 LTM（Linktrace Message，链路跟踪报文）报文给目标 MP，目标

MP 以及 LTM 报文所经过的 MIP 收到该报文后，都会发送 LTR（Linktrace Reply，链路跟踪应答）

报文给源 MEP，源 MEP 则根据收到的 LTR 报文来确定到目标 MP 的路径。 

LTM 报文是组播报文，LTR 报文是单播报文。 

4. 告警抑制功能 

告警抑制功能用来减少 MEP 故障告警的数量。如果 MEP 在 3.5 个 CCM 报文发送周期内未收到远

端 MEP 发来的 CCM 报文，便立刻开始周期性地发送 AIS（Alarm Indication Signal，告警指示信

号）报文，该报文的发送方向与 CCM 报文相反。其它 MEP 在收到 AIS 报文后，会抑制本端的故

障告警，并继续发送 AIS 报文。此后，如果 MEP 收到了 CCM 报文，便停止发送 AIS 报文并恢复

故障告警。 

AIS 报文是组播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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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向丢包测试功能 

单向丢包测试（Loss Measurement，LM）功能用来检测 MEP 之间的单向丢包情况，其实现方式

是：由源 MEP 发送 LMM（Loss Measurement Message，丢包测量报文）报文给目标 MEP，目标

MEP 收到该报文后，会发送 LMR（Loss Measurement Reply，丢包测量应答）报文给源 MEP，
源 MEP 则根据两个连续的 LMR 报文来计算源 MEP 和目标 MEP 间的丢包数，即源 MEP 从收到第

二个 LMR 报文开始，根据本 LMR 报文和前一个 LMR 报文的统计计数来计算源 MEP 和目标 MEP
间的丢包数。 

LMM 报文和 LMR 报文都是单播报文。 

6. 帧时延测试功能 

帧时延测试（Delay Measurement，DM）功能用来检测 MEP 之间报文传输的时延情况，分为以下

两种： 

• 单向时延测试 

单向时延测试功能的实现方式是：源 MEP 发送 1DM（One-way Delay Measurement，单向时延测

量）报文给目标 MEP，该报文中携带有其发送时间。目标 MEP 收到该报文后记录其接收时间，并

结合其发送时间来计算并记录链路传输的时延和抖动（即时延变化值）。 

1DM 报文是单播报文。 

• 双向时延测试 

双向时延测试功能的实现方式是：源 MEP 发送 DMM（Delay Measurement Message，时延测量

报文）报文给目标 MEP，该报文中携带有其发送时间。目标 MEP 收到该报文后记录其接收时间，

然后再发送 DMR（Delay Measurement Reply，时延测量应答）报文给源 MEP，该报文中携带有

DMM 报文的发送和接收时间，以及 DMR 报文的发送时间。源 MEP 收到 DMR 报文后记录其接收

时间，并据此计算出链路传输的时延和抖动。 

DMM 报文和 DMR 报文都是单播报文。 

7. 比特错误测试功能 

比特错误测试功能用来测试 MEP 之间的比特错误。源 MEP 发送 TST（Test，比特错误测试）报文

给目标 MEP，该报文中携带有伪随机序列或全 0 值。目标 MEP 收到该报文后，通过对报文内容进

行计算比较来确定错误比特的情况。 

TST 报文是单播报文。 

1.1.5  以太网告警抑制功能 

以太网告警抑制功能用来建立以太网端口的状态与告警抑制功能之间的联动。当设备（不一定是

MP）的端口发生了 down 事件，便立刻开始周期性地发送 EAIS（Ethernet Alarm Indication Signal，
以太网告警指示信号）报文以抑制故障告警的上报；当该端口重新 up 后，会立刻停止发送 EAIS 报

文。MEP 在收到 EAIS 报文后，会抑制本端的故障告警，并继续发送 EAIS 报文。此后，如果 MEP
在 3.5 个 EAIS 报文发送周期内再未收到 EAIS 报文，则表明故障已消除，于是便停止发送 EAIS 报

文并恢复故障告警。 

EAIS 报文是组播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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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协议规范 

与 CFD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IEEE 802.1ag：Virtual Bridged Local Area Networks Amendment 5: Connectivity Fault 
Management 

• ITU-T Y.1731：OAM 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Ethernet based networks 

1.2  CFD配置限制和指导 

• 在使用远端 MEP 的 MEP ID 进行其它各项 CFD 功能测试之前，必须先配置连续性检测功能；

在使用远端 MEP 的 MAC 地址进行其它 CFD 各项功能测试之前，则没有此限制。 

• 被生成树协议阻塞的端口通常不能收发 CFD 协议报文，但下列情况例外： 

 如果设备上配置有外向 MEP，那么外向 MEP 所在的端口即使被生成树协议阻塞，也仍能

收发 CFD 协议报文。 

 如果设备上配置有 MIP 或内向 MEP，那么该设备上的端口即使被生成树协议阻塞，也仍

能收发除 CCM 报文以外的其它 CFD 协议报文。 

有关生成树协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生成树”。 

1.3  CFD配置任务简介 

CFD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CFD基本功能 

a. 开启CFD功能 

b. 配置服务实例 

c. 配置MEP 

d. 配置MIP的创建规则 

(2) 配置CFD各项功能 

a. 配置连续性检测功能 

b. （可选）配置环回功能 

c. （可选）配置链路跟踪功能 

d. （可选）配置告警抑制功能 

e. （可选）配置单向丢包测试功能 

f. （可选）配置单向时延测试功能 

g. （可选）配置双向时延测试功能 

h. （可选）配置比特错误测试功能 

(3) （可选）配置以太网告警抑制功能 

1.4  CFD配置准备 

在配置 CFD 功能之前，应对网络进行如下规划： 

• 对整个网络的 MD 进行分级，确定各级别 MD 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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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各 MD 的名称，同一 MD 内的设备使用相同的 MD 名称。 

• 根据需要监控的 VLAN，确定各 MD 中的 MA。 

• 确定各 MA 的名称，同一 MD 中同一 MA 内的设备使用相同的 MA 名称。 

• 确定同一 MD 中同一 MA 的 MEP 列表，在不同设备上应保持相同。 

• 在 MD 和 MA 的边界接口上应规划 MEP，非边界设备或接口上可规划 MIP。 

1.5  配置CFD基本功能 

1.5.1  开启CFD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CFD 功能。 
cfd enable 

缺省情况下，CFD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2  配置服务实例 

1. 功能简介 

一个服务实例用一个整数表示，代表了一个 MD 中的一个 MA。 

服务实例内的 MP 所处理报文的级别属性和 VLAN 属性分别由 MD 和 MA 来确定。其中，不带 VLAN
属性的 MA 中的 MP 也不属于任何 VLAN。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MD。 
cfd md md-name [ index index-value ] level level-value [ md-id { dns 
dns-name | mac mac-address subnumber | none } ] 

(3) 创建服务实例。 
cfd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ma-id { icc-based ma-name | integer 
ma-num | string ma-name | vlan-based [ vlan-id ] } [ ma-index index-value ] 
md md-name [ vlan vlan-id ] 

1.5.3  配置MEP 

1. 功能简介 

CFD 功能主要体现在对 MEP 的各种操作上，由于 MEP 配置在服务实例上，因此服务实例所代表

的 MD 的级别和 VLAN 属性就自然成为了 MEP 的属性。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一个级别上，一个接口只能成为一个不带 VLAN 属性的 MA 的 MEP，且只能为外向 MEP；而对

于带 VLAN 属性的 MA，则无此限制。 



 

1-8 

当 MEP 属于不带 VLAN 属性的 MA 时，本端 MEP 在 3.5 个 CCM 报文发送周期内未收到远端 MEP
发来的 CCM 报文，则会将该 MEP 所在接口的链路状态置为 Down，以便实现 RRPP、Smart Link
等协议的快速切换。 

3. 配置准备 

在配置 MEP 之前，必须首先配置服务实例。 

4.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MEP 列表。 
cfd meplist mep-list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所创建的 MEP 必须已包含在对应服务实例的 MEP 列表中。 

(3) 进入二层以太网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创建 MEP。 
cfd mep mep-id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 inbound | outbound } 

1.5.4  配置MIP的创建规则 

1. 功能简介 

MIP 是服务实例中的功能实体，用来响应各种 CFD 测试报文（如 LTM、LBM 等）。请根据网络规

划配置 MIP 的创建规则，系统将按照此规则在接口上自动创建 MIP。在配置了 MIP 的创建规则之

后，下列任一条件均可触发 MIP 的创建或删除： 

• 开启或关闭 CFD 功能。 

• 创建或删除接口上的 MEP。 

• 端口的 VLAN 属性发生变化。 

• MIP 的创建规则发生变化。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由于不带 VLAN 属性的 MA 主要用来检测直连链路的状态，因而此类 MA 无法创建 MIP。 

对于带 VLAN 属性的 MA，当接口上有同级别或更高级别的 MEP 时，不会在该接口上生成该 MA
的 MIP。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MIP 的创建规则。 
cfd mip-rule { default | explicit }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MIP 的创建规则，系统不自动创建 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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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配置CFD各项功能 

1.6.1  配置连续性检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连续性检测功能通过在 MEP 之间互发 CCM 报文来检测这些 MEP 之间的连通状态，从而实现链路

连通性的管理。 

在使用远端 MEP 的 MEP ID 进行其它各项 CFD 功能测试之前，必须先配置连续性检测功能；在使

用远端 MEP 的 MAC 地址进行其它 CFD 各项功能测试之前，则没有此限制。 

CCM报文中时间间隔域（Interval域）的值、CCM报文的发送间隔和远端MEP的超时时间这三者之

间的关系如 表 1-1 所示。 

表1-1 参数关系表 

CCM 报文中时间间隔域的值 CCM 报文的发送间隔 远端 MEP 的超时时间 

1 10/3毫秒 35/3毫秒 

2 10毫秒 35毫秒 

3 100毫秒 350毫秒 

4 1秒 3.5秒 

5 10秒 35秒 

6 60秒 210秒 

7 600秒 2100秒 

 

 

• CCM 报文中时间间隔域的取值范围为 1～7。对于本系列交换机，当配置该参数取值为 1 和 2
时，受设备硬件限制，可能导致连续性检测功能不稳定。 

为了便于描述，下文中我们将时间间隔域小于 4的CCM报文称为“高速CCM报文”，大于等于 4
的则称为“低速 CCM 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CCM 报文中时间间隔域时，需要注意： 

• 同一 MA 中所有 MEP 发送的 CCM 报文中时间间隔域的值必须相同。 

• 当 CCM 报文中时间间隔域的值改变后，需要等待一个新的间隔才能发送 CCM 报文。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 MEP 发送的 CCM 报文中时间间隔域的值。 
cfd cc interval interval-value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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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MEP 发送的 CCM 报文中时间间隔域的值为 4。 

(3) 进入二层以太网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 MEP 的 CCM 报文发送功能。 
cfd cc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mep mep-id enable 

缺省情况下，MEP 的 CCM 报文发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6.2  配置环回功能 

如需检查链路连通性状况，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开启环回功能。 
cfd loopback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mep mep-id { target-mac 

mac-address | target-mep target-mep-id } [ number number ] 

1.6.3  配置链路跟踪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链路跟踪功能，可以查找源 MEP 到目标 MEP 之间的路径，从而实现链路故障的定位。它

包括以下两种功能： 

• 查找源 MEP 到目标 MEP 的路径：通过从源 MEP 发送 LTM 报文到目标 MEP，并检测回应的

LTR 报文来确定设备间的路径。 

• 自动发送 LTM 报文：开启本功能后，当源 MEP 在 3.5 个 CCM 报文发送周期内未收到目标

MEP 发来的 CCM 报文，从而判定与目标 MEP 的连接出错时，将发送 LTM 报文（该 LTM 报

文的目地为目标 MEP，LTM 报文中 TTL 字段为最大值 255），通过检测回应的 LTR 报文来

定位故障。 

2. 配置准备 

在为带 VLAN 属性的 MA 所创建的 MEP 配置链路跟踪功能之前，必须先创建该 MA 所属的 VLAN。 

3. 配置步骤 

(1)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查找源 MEP 到目标 MEP 的路径。 
cfd linktrace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mep mep-id { target-mac 

mac-address | target-mep target-mep-id } [ ttl ttl-value ] [ hw-only ] 

(2)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3) 开启自动发送 LTM 报文功能。 
cfd linktrace auto-detection [ size size-value ] 

缺省情况下，自动发送 LTM 报文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6.4  配置告警抑制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告警抑制功能可以减少 MEP 故障告警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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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只开启了告警抑制功能，而没有配置 AIS 报文发送级别或者配置的级别错误，那么该 MEP 只

能抑制自己的故障告警，而不会再继续向更高级别的 MD 发送 AIS 报文。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告警抑制功能。 
cfd ais enable 

缺省情况下，告警抑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AIS 报文的发送级别。 
cfd ais level level-value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AIS 报文的发送级别，服务实例中的 MEP 将无法发送 AIS 报文。 

AIS 报文发送级别必须高于服务实例所在 MD 的级别。 

(4) 配置 AIS 报文的发送周期。 
cfd ais period period-value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缺省情况下，AIS 报文的发送周期为 1 秒。 

1.6.5  配置单向丢包测试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单向丢包测试功能，可以检测 MEP 之间的单向丢包情况，包括：目标 MEP 的丢包数、丢

包率和平均丢包数，源 MEP 的丢包数、丢包率和平均丢包数。 

2. 配置步骤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开启单向丢包测试功能。 
cfd slm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mep mep-id { target-mac mac-address | 
target-mep target-mep-id } [ dot1p dot1p-value ] [ number number ] [ interval 
interval ] 

1.6.6  配置单向时延测试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单向时延测试功能，可以检测 MEP 之间报文传输的单向时延，从而对链路的传输性能进

行监测和管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测试时要求源 MEP 和目标 MEP 的时间相同，否则时延值会出现负值或较大数值；用于单向时延变

化测量时两端时间可以不同。 

测试结果需在目标 MEP 上通过 display cfd dm one-way history 命令来显示。 

3. 配置步骤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开启单向时延测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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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 dm one-way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mep mep-id { target-mac 

mac-address | target-mep target-mep-id } [ number number ] 

1.6.7  配置双向时延测试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双向时延测试功能，可以检测 MEP 之间报文传输的双向时延、平均时延和时延变化值，

从而对链路的传输性能进行监测和管理。 

2. 配置步骤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开启双向时延测试功能。 
cfd dm two-way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mep mep-id { target-mac 

mac-address | target-mep target-mep-id } [ dot1p dot1p-value ] [ number 
number ] [ interval interval ] 

1.6.8  配置比特错误测试功能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比特错误测试功能，可以检测到链路上比特错误发生的情况，从而对链路的传输性能进行

监测和管理。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测试结果需在目标 MEP 上通过 display cfd tst 命令来显示。 

3. 配置步骤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本命令，开启比特错误测试功能。 
cfd tst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mep mep-id { target-mac mac-address | 
target-mep target-mep-id } [ number number ] [ length-of-test length ] 
[ pattern-of-test { all-zero | prbs } [ with-crc ] ] 

1.7  配置以太网告警抑制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以太网告警抑制功能可以配置在不支持或未配置 CFD 功能的设备上，但需要在网络中与 CFD 功能

配合使用，因此需要在网络中配置 CFD 功能。 

当端口加入聚合组后，可在该端口上配置以太网告警抑制功能，但不会生效；若端口在加入聚合组

之前已配置以太网告警抑制功能，则该配置将立刻失效。当端口退出聚合组后，其上的以太网告警

抑制功能相关配置才会生效。 

在配置 EAIS 报文发送的 VLAN 范围之后，如果所配置 VLAN 与本设备所创建的 VLAN 交集为空，

将不会发送 EAIS 报文；如果该交集内 VLAN 的数量大于 70、且 EAIS 报文的发送周期为 1 秒，将

导致设备的 CPU 占用率很高，此时建议将 EAIS 报文的发送周期调整为 60 秒。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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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启端口状态与 AIS 的联动功能。 
cfd ais-track link-status global 

缺省情况下，端口状态与 AIS 联动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配置 EAIS 报文的发送级别。 
cfd ais-track link-status level level-valu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AIS 报文的发送级别。 

(5) 配置 EAIS 报文的发送周期。 
cfd ais-track link-status period period-valu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AIS 报文的发送周期。 

(6) 配置 EAIS 报文的发送 VLAN。 
cfd ais-track link-status vlan vlan-list 

缺省情况下，EAIS 报文只在本端口的缺省 VLAN 内发送。 

EAIS 报文将在所配置 VLAN 与设备所创建 VLAN 的交集内发送。 

1.8  CFD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CFD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CFD 的测试结果。 

表1-2 CFD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MEP上AIS的配置和动态信

息 
display cfd ais [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 mep 
mep-id ] ] 

显示与端口状态相关联的AIS的
配置和动态信息 

display cfd ais-track link-statu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单向时延的测试结果 display cfd dm one-way history [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 mep mep-id ] ] 

显示MEP上获得的LTR报文信息 display cfd linktrace-reply [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 mep mep-id ] ] 

显示自动发送LTM报文后收到的

LTR报文信息 
display cfd linktrace-reply auto-detection [ size 
size-value ] 

显示MD的配置信息 display cfd md 

显示MEP的属性和运行信息 display cfd mep mep-id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显示服务实例内的MEP列表 display cfd meplist [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 

显示MP的信息 display cfd mp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远端MEP的信息 display cfd remote-mep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mep 
me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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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服务实例的配置信息 display cfd service-instance [ instance-id ] 

显示CFD的开启状态 display cfd status 

显示比特错误的测试结果 display cfd tst [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 mep 
mep-id ] ] 

清除单向时延的测试结果 reset cfd dm one-way history [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 mep mep-id ] ] 

清除比特错误的测试结果 reset cfd tst [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 mep mep-id ] ]

 

1.9  CFD典型配置举例 

1.9.1  CFD基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由五台设备组成的网络被划分为 MD_A 和 MD_B 两个 MD，其级别分别为 5 和 3，各设备的

所有端口都属于VLAN 100，且各MD中的MA均服务于该VLAN，并假定Device A～Device 
E 的 MAC 地址依次为 0010-FC01-6511、0010-FC02-6512、0010-FC03-6513、
0010-FC04-6514 和 0010-FC05-6515。 

• MD_A 的边界端口为 Device A 的 GigabitEthernet1/0/1、Device D 的 GigabitEthernet1/0/3 和

Device E 的 GigabitEthernet1/0/4，这些端口上都是内向 MEP；MD_B 的边界端口为 Device 
B 的 GigabitEthernet1/0/3 和 Device D 的 GigabitEthernet1/0/1，这些端口都是外向 MEP。 

• 要求将 MD_A 的 MIP 规划在 Device B 上，并只在端口上有低级别 MEP 时配置。根据此规划，

由于 Device B 的 GigabitEthernet1/0/3 上配置有 MD_B 的 MEP，因此在 Device B 上采用

Explicit 规则来创建 MD_A 的 MIP。 

• 要求将MD_B的MIP规划在Device C上，并在其所有端口上配置。根据此规划，在Device C
上配置 MD_B 的 MIP，且其创建规则为 Default 规则。 

• 要求通过使用连续性检测功能来检测 MD_A 和 MD_B 中各 MEP 之间的连通状态，当检测到

链路故障时，使用环回功能进行故障定位，并通过告警抑制功能和以太网告警抑制功能来减

少故障告警的数量。 

• 要求在获取到整个组网的状态后，分别使用链路跟踪功能、单向丢包测试功能、单向时延测

试功能、双向时延测试功能和比特错误测试功能进行各种链路故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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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4 CFD 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VLAN 和端口 

请按照 图 1-4 在各设备上分别创建VLAN 100，并配置端口GigabitEthernet1/0/1～
GigabitEthernet1/0/4 都属于VLAN 100。 

(2) 开启 CFD 功能 

# 在 Device A 上开启 CFD 功能。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cfd enable 

Device B～Device E 的配置与 Device A 相似，配置过程略。 

(3) 配置服务实例 

# 在 Device A 上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并创建服务实例 1，该服务实例的 MA 以 VLAN
编号为名称，且服务于 VLAN 100。 
[DeviceA] cfd md MD_A level 5 

[DeviceA] cfd service-instance 1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00 

Device E 的配置与 Device A 相似，配置过程略。 

# 在 Device B 上先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并创建服务实例 1，该服务实例的 MA 以

VLAN 编号为名称，且服务于 VLAN 100；再创建级别为 3 的 MD MD_B，并创建服务实例 2，
该服务实例的 MA 以 VLAN 编号为名称，且服务于 VLAN 100。 
[DeviceB] cfd md MD_A level 5 

[DeviceB] cfd service-instance 1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00 

[DeviceB] cfd md MD_B level 3 

[DeviceB] cfd service-instance 2 ma-id vlan-based md MD_B vlan 100 

Device D 的配置与 Device B 相似，配置过程略。 

# 在 Device C 上创建级别为 3 的 MD MD_B，并创建服务实例 2，该服务实例的 MA 以 VLAN
编号为名称，且服务于 VLA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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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 cfd md MD_B level 3 

[DeviceC] cfd service-instance 2 ma-id vlan-based md MD_B vlan 100 

(4) 配置 MEP 

# 在 Device A 的服务实例 1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内向 MEP 1001。 
[DeviceA] cfd meplist 1001 4002 5001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1001 service-instance 1 inboun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Device B 的服务实例 1 和 2 内分别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创建

服务实例 2 内的外向 MEP 2001。 
[DeviceB] cfd meplist 1001 4002 5001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B] cfd meplist 2001 4001 service-instance 2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cfd mep 2001 service-instance 2 outbound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在 Device D 的服务实例 1 和 2 内分别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

服务实例 2 内的外向 MEP 4001，然后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内

向 MEP 4002。 
[DeviceD] cfd meplist 1001 4002 5001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D] cfd meplist 2001 4001 service-instance 2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4001 service-instance 2 outbound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cfd mep 4002 service-instance 1 inbound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在 Device E 的服务实例 1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内向 MEP 5001。 
[DeviceE] cfd meplist 1001 4002 5001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4] cfd mep 5001 service-instance 1 inbound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4] quit 

(5) 配置 MIP 

# 在 Device B 的服务实例 1 内配置 MIP 的创建规则为 Explicit 规则。 
[DeviceB] cfd mip-rule explicit service-instance 1 

# 在 Device C 的服务实例 2 内配置 MIP 的创建规则为 Default 规则。 
[DeviceC] cfd mip-rule default service-instance 2 

(6) 配置连续性检测功能 

# 在 Device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服务实例 1 内 MEP 1001 的 CCM 报文发送

功能。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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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Device B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开启服务实例 2 内 MEP 2001 的 CCM 报文发送

功能。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1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在 Device D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服务实例 2 内 MEP 4001 的 CCM 报文发送

功能，并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开启服务实例 1 内 MEP 4002 的 CCM 报文发送功

能。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4001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4002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在 Device E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4 上开启服务实例 1 内 MEP 5001 的 CCM 报文发送

功能。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4]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5001 enable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4] quit 

(7) 配置告警抑制功能 

# 在 Device B 上开启告警抑制功能，并在服务实例 2 内配置 AIS 报文的发送级别为 5，发送

周期为 1 秒。 
[DeviceB] cfd ais enable 

[DeviceB] cfd ais level 5 service-instance 2 

[DeviceB] cfd ais period 1 service-instance 2 

(8) 配置以太网告警抑制功能 

# 在 Device B 上开启端口状态与 AIS 联动功能。 
[DeviceB] cfd ais-track link-status global 

# 在 Device B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配置 EAIS 报文的发送级别为 5，发送周期为 60
秒，发送的 VLAN 范围为 VLAN 100。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cfd ais-track link-status level 5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cfd ais-track link-status period 6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cfd ais-track link-status vlan 1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4. 验证配置 

(1) 验证环回功能 

当通过连续性检测功能检测到链路故障时，可以使用环回功能进行故障定位。譬如： 

# 在 Device A 上启用环回功能，检查服务实例 1 内 MEP 1001 到 5001 的链路状况。 
[DeviceA] cfd loopback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target-mep 5001 

Loopback to MEP 5001 with the sequence number start from 1001-43404: 

Reply from 0010-fc05-6515: sequence number=1001-43404 time=5ms 

Reply from 0010-fc05-6515: sequence number=1001-43405 time=5ms 

Reply from 0010-fc05-6515: sequence number=1001-43406 time=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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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y from 0010-fc05-6515: sequence number=1001-43407 time=5ms 

Reply from 0010-fc05-6515: sequence number=1001-43408 time=5ms 

Sent: 5        Received: 5        Lost: 0 

(2) 验证链路跟踪功能 

当通过连续性检测功能获取到整个组网的状态后，可以使用链路跟踪功能进行路径查找或故

障定位。譬如： 

# 在 Device A 的服务实例 1 内查找 MEP 1001 到 5001 的路径。 
[DeviceA] cfd linktrace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target-mep 5001 

Linktrace to MEP 5001 with the sequence number 1001-43462: 

MAC address               TTL     Last MAC         Relay action 

0010-fc05-6515            63      0010-fc02-6512   Hit 

(3) 验证单向丢包测试功能 

当通过连续性检测功能获取到整个组网的状态后，可以使用单向丢包测试功能检测链路状态。

譬如： 

# 在 Device A 上测试服务实例 1 内 MEP 1001 到 4002 的单向丢包情况。 
[DeviceA] cfd slm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target-mep 4002 

Reply from 0010-fc04-6514 

Far-end frame loss: 10    Near-end frame loss: 20 

Reply from 0010-fc04-6514 

Far-end frame loss: 40    Near-end frame loss: 40 

Reply from 0010-fc04-6514 

Far-end frame loss: 0     Near-end frame loss: 10 

Reply from 0010-fc04-6514 

Far-end frame loss: 30    Near-end frame loss: 30 

 

Average 

Far-end frame loss: 20    Near-end frame loss: 25 

Far-end frame loss rate: 25.00%      Near-end frame loss rate: 32.00% 

Sent LMMs: 5    Received: 5    Lost: 0 

(4) 验证单向时延测试功能 

当通过连续性检测功能获取到整个组网的状态后，可以使用单向时延测试功能检测链路的单

向时延。例如： 

# 在 Device A 上测试服务实例 1 内 MEP 1001 到 4002 的单向时延。 
[DeviceA] cfd dm one-way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target-mep 4002 

5 1DMs have been sent. Please check the result on the remote device. 

# 在 Device D 上显示服务实例 1 内 MEP 4002 上单向时延的测试结果。 
[DeviceD] display cfd dm one-way history service-instance 1 mep 4002 

Service instance: 1 

MEP ID: 4002 

Sent 1DM total number: 0 

Received 1DM total number: 5 

Frame delay: 10ms 9ms 11ms 5ms 5ms 

Delay average: 8ms 

Delay variation: 5ms 4ms 6ms 0ms 0ms 

Variation average: 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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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双向时延测试功能 

当通过连续性检测功能获取到整个组网的状态后，可以使用双向时延测试功能检测链路的双

向时延。例如： 

# 在 Device A 上测试服务实例 1 内 MEP 1001 到 4002 的双向时延。 
[DeviceA] cfd dm two-way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target-mep 4002 

Frame delay: 

Reply from 0010-fc04-6514: 2406us 

Reply from 0010-fc04-6514: 2215us 

Reply from 0010-fc04-6514: 2112us 

Reply from 0010-fc04-6514: 1812us 

Reply from 0010-fc04-6514: 2249us 

Average: 2158us 

Sent DMMs: 5        Received: 5        Lost: 0 

 

Frame delay variation: 191us 103us 300us 437us 

Average: 257us 

(6) 验证比特错误测试功能 

当通过连续性检测功能获取到整个组网的状态后，可以使用比特错误测试功能检测链路上比

特错误的情况。例如： 

# 在 Device A 上测试服务实例 1 内 MEP 1001 到 4002 的比特错误。 
[DeviceA] cfd tst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target-mep 4002 

5 TSTs have been sent. Please check the result on the remote device. 

# 在 Device D 上显示服务实例 1 内 MEP 4002 上比特错误的测试结果。 
[DeviceD] display cfd tst service-instance 1 mep 4002 

Service instance: 1 

MEP ID: 4002 

Sent TST total number: 0 

Received TST total number: 5 

Received from 0010-fc01-6511, Bit True,  sequence number 0 

Received from 0010-fc01-6511, Bit True,  sequence number 1 

Received from 0010-fc01-6511, Bit True,  sequence number 2 

Received from 0010-fc01-6511, Bit True,  sequence number 3 

Received from 0010-fc01-6511, Bit True,  sequence numb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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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LDP 
1.1  DLDP简介 

物理层的检测机制（如自动协商机制）负责进行物理信号和故障的检测，但在出现单向链路时，由

于物理层仍处于连通状态，因此物理层检测机制无法发现设备间的通信异常。DLDP（Device Link 
Detection Protocol，设备链路检测协议）通过在链路层监控光纤或网线的链路状态，与物理层检测

机制协同工作，检测链路连接是否正确、链路两端可否正常交互报文。当发现单向链路时，DLDP
会根据用户配置自动关闭或由用户手工关闭相关接口，避免错误转发、环路等问题。 

1.1.1  DLDP应用场景 

在实际组网中，有时会出现单通现象，即一条链路上的两个端口，有且只有一端可收到另一端发来

的链路层报文，此链路便称为单向链路。图 1-1 以光纤连接为例，示意了两种单通情形：一种是光

纤交叉相连，另一种是一条光纤未连接或断路。 

当发现单向链路时，DLDP 会根据用户配置自动关闭或由用户手工关闭相关接口，以防止网络问题

的发生。 

图1-1 光纤连接的两种单通情形示意图 

 

 



 

1-2 

1.1.2  DLDP基本概念 

1. DLDP邻居状态 

假设接口A和B同处一条链路上，若A能收到B发来的链路层报文，便将B称为A的DLDP邻居，能够

互相收发报文的两个接口互为邻居。DLDP邻居的状态如 表 1-1 所示。 

表1-1 DLDP 邻居状态 

状态 说明 

Confirmed（确定） 链路双通时的DLDP邻居状态 

Unconfirmed（未确定） 发现新邻居但未确认链路双通时的DLDP邻居状态 

 

2. DLDP接口状态 

开启了DLDP功能的接口简称DLDP接口。DLDP接口可以有一或多个DLDP邻居，其状态与各DLDP
邻居的状态相关，具体如 表 1-2 所示。 

表1-2 DLDP 接口状态 

状态 说明 

Initial（初始） 当接口已开启DLDP功能，但全局尚未开启DLDP功能时的接口状态 

Inactive（非活动） 当接口和全局均已开启DLDP功能，但链路物理down时的接口状态 

Bidirectional（双通） 当接口和全局均已开启DLDP功能，且有至少一个处于确定状态下的邻居时的接口状态

Unidirectional（单通）
当接口和全局均已开启DLDP功能，且没有处于确定状态下的邻居时的接口状态，处于

此状态的接口只能收发DLDP报文 

 

3. DLDP定时器 

DLDP在工作过程中使用到的定时器如 表 1-3 所示。 

表1-3 DLDP 定时器 

定时器 说明 

Advertisement发送定时器 Advertisement报文的发送间隔（缺省为5秒，可配） 

Probe发送定时器 Probe报文的发送间隔（固定为1秒） 

Echo等待定时器 对邻居进行探测时会启动此定时器，该定时器超时则删除邻居信息（固定为10秒）

邻居老化定时器 

每个新邻居的加入都要建立邻居表项，当邻居处于确定状态时启动邻居老化定时

器，当收到邻居的Advertisement报文时刷新邻居表项的邻居老化定时器。如果该

定时器超时，则启动该邻居的加强探测定时器和Echo等待定时器。邻居老化定时

器的值是Advertisement发送定时器的值的3倍 

加强探测定时器 
Probe报文的发送间隔（固定为1秒） 

若邻居老化定时器超时，则启动该邻居的加强探测定时器并发送Probe报文，同时

启动Echo等待定时器 

DelayDown定时器 
接口物理down时不会立即删除所有邻居，而是先启动DelayDown定时器（缺省为1
秒，可配），该定时器超时后再核对接口的物理状态：若为down，则删除DLDP邻
居信息；若为up，则不进行任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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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器 说明 

恢复探测定时器 RecoverProbe报文的发送间隔（固定为2秒）。处于单通状态的接口会定期发送

RecoverProbe报文来检测单向链路是否恢复 

 

4. DLDP认证模式 

进行DLDP认证，可以防止网络攻击和恶意探测，DLDP的认证模式如 表 1-4 所示。 

表1-4 DLDP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 DLDP 报文发送端的处理 DLDP 报文接收端的处理 

不认证 将DLDP报文的认证字字段置为全0 将接收的DLDP报文的认证

信息与本端配置进行比较，

若一致则认证通过，否则丢

弃该报文 

明文认证 将DLDP报文的认证字字段置为明文认证密码 

MD5认证 将DLDP报文的认证字字段置为用MD5算法加密后的密码摘要 

 

1.1.3  DLDP工作机制 

1. 单邻居检测 

当两台设备通过光纤或网线直接相连时，可以在这两台设备之间启用 DLDP 协议来检测单向链路，

此时这两台设备的接口互为 DLDP 邻居，因此称为单邻居检测。下面分两种情况分别介绍单邻居的

单向链路检测过程。 

(1) 开启 DLDP 功能前链路已出现单通 

图1-2 光纤交叉连接示意图 

 
 

如图 1-2所示，在开启DLDP功能之前，Device A和Device B之间的光纤就已交叉连接。当开

启DLDP功能后，处于up状态的四个接口都进入单通状态，并向外发送RecoverProbe报文。

下面以Port A1 为例介绍单向链路的检测过程： 

a. Port A1 收到 Port B2 发来的 RecoverProbe 报文后，回复 RecoverEcho 报文。 

b. 由于 Port B2 无法收到 Port A1 发来的 RecoverEcho 报文，因此不会与 Port A1 建立邻居

关系。 

c. Port B1 虽能收到 Port A1 发来的 RecoverEcho 报文，但由于该报文并不是回复给 Port B1
的，因此 Port B1 也不会与 Port A1 建立邻居关系。 

其它三个接口上的检测过程与 Port A1 类似，这四个接口将始终处于单通状态。 

(2) 开启 DLDP 功能后链路才出现单通 

Port A1 Port B1

Port A2 Port B2

以太网光口， 表示Tx端， 表示Rx端 光纤线路

Device A Devic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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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一条光纤断路示意图 

 

 

如图 1-3所示，Device A和Device B通过光纤相连。在开启DLDP功能之后，光纤连接起初是

正常的，Port A1 与Port B1 之间的双通邻居建立过程如下： 

a. 处于物理 up 状态的 Port A1 先进入单通状态，向外发送 RecoverProbe 报文。 

b. Port B1 收到 RecoverProbe 报文后，回复 RecoverEcho 报文。 

c. Port A1 收到 RecoverEcho 报文后，发现该报文中携带的邻居信息与本机的相同，于是与

Port B1 建立确定的邻居关系，接口状态由单通变为双通，启动该邻居的老化定时器并定

期发送 Advertisement 报文。 

d. Port B1收到Advertisement报文后与Port A1建立未确定的邻居关系，为该邻居启动Echo
等待定时器和 Probe 发送定时器，定期发送 Probe 报文。 

e. Port A1 收到 Probe 报文后，回复 Echo 报文。 

f. Port B1 收到 Echo 报文后，发现该报文中携带的邻居信息和本机保存的相同，于是将邻居

状态由未确定切换为确定，接口状态则由单通切换为双通，启动该邻居的老化定时器并定

期发送 Advertisement 报文。 

至此，Port A1 与 Port B1 之间的双通邻居关系建立完毕。 

此后，假设 Port B1 的 Rx 端突发故障而无法接收信号，该接口将物理 down 并进入非活动状

态，但此时由于其 Tx 端尚能发送信号给 Port A1，因此 Port A1 还处于 up 状态。Port A1 在

邻居老化定时器超时后，将启用加强探测定时器和 Echo 等待定时器，并向邻居 Port B1 发送

Probe 报文；而由于 Port A1 的 Tx 端已断路，Echo 等待定时器超时后将收不到 Port B1 回复

的 Echo 报文，于是 Port A1 进入单通状态，并发送 Disable 报文通知对端。同时，Port A1
删除邻居 Port B1，并启动恢复探测定时器以检测链路是否恢复。在此过程中，Port B1 将一

直处于非活动状态。 

Port A1 Port B1

以太网光口， 表示Tx端， 表示Rx端 光纤线路

Device A Device B

光纤断路

Port A1 Port B1

Device A Devic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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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接口物理 down 之后，DLDP 将尝试发送 LinkDown 报文，对端收到此报文后会直接删除邻居表

项，以缩短故障发现时间。但由于发送此报文时接口已物理 down，因此能否发送成功取决于接口

的 Tx 端是否完好。 

 

2. 多邻居检测 

当多台设备通过 Hub 相连时，也可以在这些设备之间启用 DLDP 协议来检测单向链路，此时每个

接口都会检测到一个以上的 DLDP 邻居，因此称为多邻居检测。在多邻居组网环境中，为了能正确

检测出单向链路，要求在所有与 Hub 相连的接口上都启用 DLDP，接口一旦发现没有确定的邻居，

便进入单通状态。 

图1-4 多邻居组网示意图 

  

 

如 图 1-4 所示，Device A～Device D都通过一台Hub相连，各设备都支持DLDP。当Port A1、Port B1
和Port C1 发现与Port D1 的连接出错后，都将删除该邻居，但仍保持双通状态。 

1.2  DLDP配置限制和指导 

• 为确保 DLDP 功能正常工作，要保证两端设备的 DLDP 功能都处于开启状态，且

Advertisement 报文的发送间隔、DLDP 认证模式和密码都相同。 

• 为确保 DLDP 功能正常工作，请将两端接口的双工模式配置为全双工、速率配置为相同的强

制速率。 

1.3  DLDP配置任务简介 

DLDP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DLDP功能 

(2) （可选）配置Advertisement报文的发送间隔 

(3) （可选）配置DelayDown定时器的超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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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配置DLDP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 

(5) （可选）配置DLDP的认证模式和密码 

1.4  开启DLDP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开启 DLDP 功能。 
dldp global enable 

缺省情况下，DLDP 功能处于全局关闭状态。 

(3)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接口的 DLDP 功能。 
dldp enable 

缺省情况下，接口上的 DLD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  配置Advertisement报文的发送间隔 

1. 功能简介 

通过合理调整 Advertisement 报文的发送间隔，可使 DLDP 在不同的网络环境下都能够及时发现单

向链路（建议采用缺省值）。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Advertisement 报文的发送间隔。 
dldp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Advertisement 报文的发送间隔为 5 秒。 

1.6  配置DelayDown定时器的超时时间 

1. 功能简介 

有些接口当其 Tx 端发生故障时会引起 Rx 端光信号的抖动（表现为该接口 down 后随即又 up），为

避免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清除邻居信息，DLDP 会在接口物理 down 时先启动 DelayDown 定时器，该

定时器超时后再核对接口的物理状态：若为 down，则删除 DLDP 邻居信息；若为 up，则不进行任

何处理。 

本配置将应用于所有开启了 DLDP 功能的接口上。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DelayDown 定时器的超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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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dp delaydown-timer time 

缺省情况下，DelayDown 定时器的超时时间为 1 秒。 

1.7  配置DLDP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 

1. 功能简介 

当 DLDP 检测到单向链路时，可以采用以下方式关闭单通接口： 

• 自动模式：在此模式下，若 DLDP 检测到单向链路，会自动关闭单通接口；若单向链路恢复

为双向链路，则 DLDP 会自动打开被关闭的接口。 

• 手动模式：在此模式下，若 DLDP 检测到单向链路，不会直接关闭单通接口，需要用户手工

将其关闭；当用户想知道链路是否恢复为双向链路时，需要执行 undo shutdown 命令打开

端口重新检测链路，若检测到链路恢复为双向链路，则接口恢复正常。当网络性能较差、设

备业务量较大或 CPU 利用率较高时，都容易造成 DLDP 对单通的误判而自动关闭接口，手动

模式就是为了避免这种误判而采取的一种折中方案。 

• 混合模式：在此模式下，若 DLDP 检测到单向链路，则会自动关闭单通接口；当用户想知道

链路是否恢复为双向链路时，需要执行 undo shutdown 命令打开端口重新检测链路，若检

测到链路恢复为双向链路，则接口恢复正常。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既可在系统视图下配置对所有接口都有效的关闭模式，也可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只对当前接口有

效的关闭模式，后者的配置优先级较高。 

如果想在接口上配置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建议先将 DLDP 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

配置为手动模式，否则 DLDP 收到了由本接口发出的报文后会认为出现单向链路而自动关闭接口，

从而导致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失败。有关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

置指导”中的“以太网 OAM”。 

3. 全局配置DLDP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配置 DLDP 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 auto | hybrid | manual } 

缺省情况下，DLDP 发现单向链路后，所有接口的关闭模式为自动模式。 

4. 在接口上配置DLDP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在接口上配置 DLDP 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 auto | hybrid | manual } 

缺省情况下，DLDP 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采用全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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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配置DLDP的认证模式和密码 

1. 功能简介 

通过配置适当的 DLDP 认证模式和密码，可以防止网络攻击和恶意探测。DLDP 的认证模式包括：

不认证、明文认证和 MD5 认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当前设备与邻居设备间的 DLDP 认证模式。 
dldp authentication-mode { md5 | none | simple } 

缺省情况下，当前设备与邻居设备间的 DLDP 认证模式为不认证。 

(3) 配置当前设备与邻居设备间的 DLDP 认证密码。 
dldp authentication-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当前设备与邻居设备间的 DLDP 认证密码。 

在配置认证模式为明文认证或 MD5 认证后若未配置认证密码，则认证模式将仍不生效。 

1.9  DLD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DLDP 的运行情况及报文统

计信息，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DLDP 报文统计信息。 

表1-5 DLD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DLDP的全局配置信息和接口的

DLDP信息 
display dldp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接口的DLDP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dld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清除接口的DLDP报文统计信息 reset dld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10  DLDP典型配置举例 

1.10.1  DLDP配置举例（自动模式）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和Device B各自的接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之间分别通过

一对光纤进行连接。 

• 要求通过配置 DLDP 功能，使接口上发生单向链路故障后由 DLDP 自动关闭故障接口，并在

网络管理员排除故障后，故障接口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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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5 自动关闭单向链路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全局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dldp global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duplex full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speed 10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dld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duplex full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speed 10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dld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全局配置 DLDP 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为自动模式。 
[DeviceA]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auto 

(2) 配置 Device B 

# 全局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dldp global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duplex full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speed 10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dld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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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duplex full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speed 10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dld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全局配置 DLDP 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为自动模式。 
[DeviceB]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auto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通过使用 display dldp 命令可以查看 DLDP 的全局配置信息和接口上的 DLDP 信

息。例如： 

# 查看 Device A 上 DLDP 的全局配置信息和所有接口上的 DLDP 信息。 
[DeviceA] display dldp 

 DLDP global status: Enabled 

 DLDP advertisement interval: 5s 

 DLDP authentication-mode: None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Auto 

 DLDP delaydown-timer value: 1s 

 Number of enabled ports: 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DLDP port state: Bidirectional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1 

  Neighbor MAC address: 0023-8956-3600 

  Neighbor port index: 1 

  Neighbor state: Confirmed 

  Neighbor aged time: 11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DLDP port state: Bidirectional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1 

  Neighbor MAC address: 0023-8956-3600 

  Neighbor port index: 2 

  Neighbor state: Confirmed 

  Neighbor aged time: 12s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的 DLDP 接口状态均为

Bidirectional，说明这两个接口所在的链路均处于双通状态。 

# 在 Device A 上配置允许日志信息输出到当前终端，且输出的日志信息最低为 6 级。 
[DeviceA] quit 

<DeviceA> terminal monitor 

The current terminal is enabled to display logs. 

<DeviceA> terminal logging level 6 

此后某刻，Device A 上输出了以下日志信息： 
<DeviceA>%Jul 11 17:40:31:089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1 link 
status is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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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1 17:40:31:091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is DOWN.  

%Jul 11 17:40:31:677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2 link status is 
DOWN. 

%Jul 11 17:40:31:678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is DOWN. 

%Jul 11 17:40:38:544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1 link status is 
UP. 

%Jul 11 17:40:38:836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2 link status is 
UP.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的物理状态都先 down 后 up，
而链路状态则都 down 后未再 up。网络管理员进行进一步检查： 

# 查看 Device A 上 DLDP 的全局配置信息和所有接口上的 DLDP 信息。 
<DeviceA> display dldp 

 DLDP global status: Enabled 

 DLDP advertisement interval: 5s 

 DLDP authentication-mode: None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Auto 

 DLDP delaydown-timer value: 1s 

 Number of enabled ports: 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DLDP port state: Unidirectional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0 (Maximum number ever detected: 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DLDP port state: Unidirectional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0 (Maximum number ever detected: 1)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的 DLDP 接口状态均为

Unidirectional，说明这两个接口所在的链路均处于单通状态。 

由此可知，DLDP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都检测到了单向链路，并

自动关闭了这两个接口。经检查，网络管理员发现连接 Device A 和 Device B 的两对光纤被错误地

进行了交叉连接，于是他将这两对光纤重新进行了正确连接。随后，Device A 上输出了以下日志信

息： 
<DeviceA>%Jul 11 17:42:57:709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1 link 
status is DOWN. 

%Jul 11 17:42:58:603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2 link status is 
DOWN. 

%Jul 11 17:43:02:342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1 link status is 
UP. 

%Jul 11 17:43:02:343 2012 DeviceA DLDP/6/DLDP_NEIGHBOR_CONFIRMED: A neighbor was confirmed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The neighbor's system MAC is 0023-8956-3600, and the port 
index is 1. 

%Jul 11 17:43:02:344 2012 DeviceA DLDP/6/DLDP_LINK_BIDIRECTIONAL: DLDP detected a 
bidirectional link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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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1 17:43:02:353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is UP. 

%Jul 11 17:43:02:357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2 link status is 
UP. 

%Jul 11 17:43:02:362 2012 DeviceA DLDP/6/DLDP_NEIGHBOR_CONFIRMED: A neighbor was confirmed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The neighbor's system MAC is 0023-8956-3600, and the port 
index is 2. 

%Jul 11 17:43:02:362 2012 DeviceA DLDP/6/DLDP_LINK_BIDIRECTIONAL: DLDP detected a 
bidirectional link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Jul 11 17:43:02:368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is UP.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和 GigabitEthernet1/0/2的物理状态和链路状态均已 up，
并各自确定了 DLDP 邻居，所在链路也变为双通状态。 

1.10.2  DLDP配置举例（手动模式）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和Device B各自的接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之间分别通过

一对光纤进行连接。 

• 要求通过配置 DLDP 功能，使接口上发生单向链路故障后，需要由网络管理员手工关闭和恢

复故障接口。 

2. 组网图 

图1-6 手动关闭单向链路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全局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dldp global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duplex full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speed 10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dld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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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duplex full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speed 10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dld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全局配置 DLDP 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为手动模式。 
[DeviceA]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anual 

(2) 配置 Device B 

# 全局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dldp global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duplex full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speed 10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dld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duplex full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speed 10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dld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全局配置 DLDP 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为手动模式。 
[DeviceB]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anual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通过使用 display dldp 命令可以查看 DLDP 的全局配置信息和接口上的 DLDP 信

息。例如： 

# 查看 Device A 上 DLDP 的全局配置信息和所有接口上的 DLDP 信息。 
[DeviceA] display dldp 

 DLDP global status: Enabled 

 DLDP advertisement interval: 5s 

 DLDP authentication-mode: None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Manual 

 DLDP delaydown-timer value: 1s 

 Number of enabled ports: 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DLDP port state: Bidirectional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1 

  Neighbor MAC address: 0023-8956-3600 

  Neighbor port ind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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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ghbor state: Confirmed 

  Neighbor aged time: 11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DLDP port state: Bidirectional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1 

  Neighbor MAC address: 0023-8956-3600 

  Neighbor port index: 2 

  Neighbor state: Confirmed 

  Neighbor aged time: 12s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的 DLDP 接口状态均为

Bidirectional，说明这两个接口所在的链路均处于双通状态。 

# 在 Device A 上配置允许日志信息输出到当前终端，且输出的日志信息最低为 6 级。 
[DeviceA] quit 

<DeviceA> terminal monitor 

The current terminal is enabled to display logs. 

<DeviceA> terminal logging level 6 

此后某刻，网络管理员在 Device A 上看到如下 Log 信息： 
<DeviceA>%Jul 12 08:29:17:786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1 link 
status is DOWN. 

%Jul 12 08:29:17:787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is DOWN. 

%Jul 12 08:29:17:800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2 link status is 
DOWN. 

%Jul 12 08:29:17:800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is DOWN. 

%Jul 12 08:29:25:004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1 link status is 
UP. 

%Jul 12 08:29:25:005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is UP. 

%Jul 12 08:29:25:893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2 link status is 
UP. 

%Jul 12 08:29:25:894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is UP.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的物理状态和链路状态都先down
后 up。网络管理员进行进一步检查： 

# 查看 Device A 上 DLDP 的全局配置信息和所有接口上的 DLDP 信息。 
<DeviceA> display dldp 

 DLDP global status: Enabled 

 DLDP advertisement interval: 5s 

 DLDP authentication-mode: None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Manual 

 DLDP delaydown-timer value: 1s 

 Number of enabled ports: 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DLDP port state: Unidir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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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0 (Maximum number ever detected: 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DLDP port state: Unidirectional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0 (Maximum number ever detected: 1)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的 DLDP 接口状态均为

Unidirectional，说明这两个接口所在的链路均处于单通状态。 

由此可知，DLDP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都检测到了单向链路，但

并未关闭这两个接口。经检查，网络管理员发现连接 Device A 和 Device B 的两对光纤被错误地进

行了交叉连接，于是他分别将 Device A 的两个接口手工关闭： 

# 关闭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shutdown 

Device A 上随即输出以下日志信息：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Jul 12 08:34:23:717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1 link status is DOWN. 

%Jul 12 08:34:23:718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is DOWN. 

%Jul 12 08:34:23:778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2 link status is 
DOWN. 

%Jul 12 08:34:23:779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is DOWN.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的物理状态和链路状态均已变为

down。 

# 关闭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shutdown 

然后，网络管理员将连接 Device A 和 Device B 的两对光纤重新进行了正确连接，检查无误后，他

又分别将 Device A 的两个接口重新打开： 

# 打开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 A 上随即输出以下日志信息：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Jul 12 08:46:17:677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2 link status is UP. 

%Jul 12 08:46:17:678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is UP. 

%Jul 12 08:46:17:959 2012 DeviceA DLDP/6/DLDP_NEIGHBOR_CONFIRMED: A neighbor was confirmed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The neighbor's system MAC is 0023-8956-3600, and the port 
index is 2. 

%Jul 12 08:46:17:959 2012 DeviceA DLDP/6/DLDP_LINK_BIDIRECTIONAL: DLDP detected a 
bidirectional link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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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的物理状态和链路状态均已 up，并确定了 DLDP 邻居，

所在链路也变为双通状态。 

# 打开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 A 上随即输出以下日志信息：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Jul 12 08:48:25:952 2012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GigabitEthernet1/0/1 link status is UP. 

%Jul 12 08:48:25:952 2012 DeviceA DLDP/6/DLDP_NEIGHBOR_CONFIRMED: A neighbor was confirmed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The neighbor's system MAC is 0023-8956-3600, and the port 
index is 1. 

%Jul 12 08:48:25:953 2012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is UP. 

%Jul 12 08:48:25:953 2012 DeviceA DLDP/6/DLDP_LINK_BIDIRECTIONAL: DLDP detected a 
bidirectional link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物理状态和链路状态均已 up，并确定了 DLDP 邻居，

所在链路也变为双通状态。 

1.10.3  DLDP配置举例（混合模式）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和Device B各自的接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之间分别通过

一对光纤进行连接。 

• 要求通过配置 DLDP 功能，使接口上发生单向链路故障后由 DLDP 自动关闭故障接口，并在

网络管理员排除故障后，手工恢复故障接口。 

2. 组网图 

图1-7 DLDP 配置组网图（混合模式）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全局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dldp global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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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duplex full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speed 10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dld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duplex full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speed 10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dld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全局配置 DLDP 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为混合模式。 
[DeviceA]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hybrid 

(2) 配置 Device B 

# 全局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dldp global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duplex full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speed 10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dld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双工模式为全双工、接口速率为 1000Mbps，并开启

DLDP 功能。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duplex full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speed 10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dld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全局配置 DLDP 发现单向链路后接口的关闭模式为混合模式。 
[DeviceB]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hybrid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通过使用 display dldp 命令可以查看 DLDP 的全局配置信息和接口上的 DLDP 信

息。例如： 

# 查看 Device A 上 DLDP 的全局配置信息和所有接口上的 DLDP 信息。 
[DeviceA] display dldp 

 DLDP global status: Enabled 

 DLDP advertisement interval: 5s 

 DLDP authentication-mode: None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Hybrid 

 DLDP delaydown-timer value: 1s 

 Number of enabled 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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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DLDP port state: Bidirectional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1 

  Neighbor MAC address: 0023-8956-3600 

  Neighbor port index: 1 

  Neighbor state: Confirmed 

  Neighbor aged time: 11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DLDP port state: Bidirectional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1 

  Neighbor MAC address: 0023-8956-3600 

  Neighbor port index: 2 

  Neighbor state: Confirmed 

  Neighbor aged time: 12s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的 DLDP 接口状态均为

Bidirectional，说明这两个接口所在的链路均处于双通状态。 

# 在 Device A 上配置允许日志信息输出到当前终端，且输出的日志信息最低为 6 级。 
[DeviceA] quit 

<DeviceA> terminal monitor 

The current terminal is enabled to display logs. 

<DeviceA> terminal logging level 6 

此后某刻，Device A 上输出了以下日志信息： 
<DeviceA>%Jan  4 07:16:06:556 2011 DeviceA DLDP/5/DLDP_NEIGHBOR_AGED: A neighbor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was deleted because the neighbor was aged. The neighbor's system MAC 
is 0023-8956-3600, and the port index is 162. 

%Jan  4 07:16:06:560 2011 DeviceA DLDP/5/DLDP_NEIGHBOR_AGED: A neighbor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was deleted because the neighbor was aged. The neighbor's system MAC 
is 0023-8956-3600, and the port index is 165. 

%Jan  4 07:16:06:724 2011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Physical state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changed to down. 

%Jan  4 07:16:06:730 2011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Physical state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changed to down. 

%Jan  4 07:16:06:736 2011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state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changed to down. 

%Jan  4 07:16:06:738 2011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state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changed to down. 

%Jan  4 07:16:07:152 2011 DeviceA DLDP/3/DLDP_LINK_UNIDIRECTIONAL: DLDP detected a 
unidirectional link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DLDP automatically shut down the 
interface. Please manually bring up the interface. 

%Jan  4 07:16:07:156 2011 DeviceA DLDP/3/DLDP_LINK_UNIDIRECTIONAL: DLDP detected a 
unidirectional link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DLDP automatically shut down the 
interface. Please manually bring up the interface.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的物理状态与链路状态都 down
了。网络管理员进行进一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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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 Device A 上 DLDP 的全局配置信息和所有接口上的 DLDP 信息。 
<DeviceA> display dldp 

 DLDP global status: Enabled 

 DLDP advertisement interval: 5s 

 DLDP authentication-mode: None 

 DLDP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Hybrid 

 DLDP delaydown-timer value: 1s 

 Number of enabled ports: 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DLDP port state: Inactive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0 (Maximum number ever detected: 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DLDP port state: Inactive 

 DLDP port unidirectional-shutdown mode: None 

 Number of the port's neighbors: 0 (Maximum number ever detected: 1)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上的DLDP接口状态均为 Inactive，
说明这两个接口所在的链路均处于去激活状态。 

由此可知，DLDP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都检测到了单向链路，且

自动关闭了这两个接口。 

经检查，网络管理员发现 Device B 上连接 DeviceA 的两个端口上的发光光纤被错误的进行了交叉

连接。然后，网络管理员将光纤重新进行正确连接，检查无误后，再将 Device A 的两个接口重新打

开： 

# 打开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 A 上随即输出以下日志信息：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Jan  4 07:33:26:574 2011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Physical state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changed to up. 

%Jan  4 07:33:57:562 2011 DeviceA DLDP/6/DLDP_NEIGHBOR_CONFIRMED: A neighbor was confirmed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The neighbor's system MAC is 0023-8956-3600, and the port 
index is 162. 

%Jan  4 07:33:57:563 2011 DeviceA DLDP/6/DLDP_LINK_BIDIRECTIONAL: DLDP detected a 
bidirectional link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Jan  4 07:33:57:590 2011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state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changed to up. 

%Jan  4 07:33:57:609 2011 DeviceA STP/6/STP_DETECTED_TC: Instance 0's port 
GigabitEthernet1/0/1 detected a topology change.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物理状态和链路状态均已 up，并确定了 DLDP 邻居，

所在链路也变为双通状态。 

# 打开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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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A 上随即输出以下日志信息：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Jan  4 07:35:26:574 2011 DeviceA IFNET/3/PHY_UPDOWN: 
Physical state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changed to up. 

%Jan  4 07:35:57:562 2011 DeviceA DLDP/6/DLDP_NEIGHBOR_CONFIRMED: A neighbor was confirmed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The neighbor's system MAC is 0023-8956-3600, and the port 
index is 162. 

%Jan  4 07:35:57:563 2011 DeviceA DLDP/6/DLDP_LINK_BIDIRECTIONAL: DLDP detected a 
bidirectional link 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Jan  4 07:35:57:590 2011 DeviceA IFNET/5/LINK_UPDOWN: Line protocol state on th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changed to up. 

%Jan  4 07:35:57:609 2011 DeviceA STP/6/STP_DETECTED_TC: Instance 0's port 
GigabitEthernet1/0/2 detected a topology change. 

以上信息表明，接口 GigabitEthernet1/0/2 的物理状态和链路状态均已 up，并确定了 DLDP 邻居，

所在链路也变为双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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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RPP 
1.1  RRPP简介 

RRPP（Rapid Ring Protection Protocol，快速环网保护协议）是一个专门应用于以太网环的链路

层协议。当以太网环完整时它能够防止数据环路引起的广播风暴，而当以太网环上的链路断开时它

能迅速恢复环网上各个节点之间的通信链路。与生成树协议相比，RRPP 的收敛速度更快，且收敛

时间与环网上节点数无关，可应用于网络直径较大的网络。 

1.1.1  RRPP组网模型 

如 图 1-1 所示，RRPP将以太网环上的设备划分为不同角色的节点，各节点之间通过收发和处理

RRPP协议报文来检测环网状态、传递环网拓扑变化信息。 

图1-1 RRPP 组网示意图 

 

 

1. RRPP域 

域 ID 是 RRPP 域的唯一标识，一个 RRPP 域由具有相同域 ID 和控制 VLAN、且相互连通的设备构

成。一个 RRPP 域包含以下元素：主环、子环、控制 VLAN、主节点、传输节点、边缘节点、辅助

边缘节点、主端口、副端口、公共端口和边缘端口等。 

如 图 1-1 所示，Domain 1 就是一个RRPP域，它包含了两个RRPP环Ring 1 和Ring 2，RRPP环上

的所有节点属于这个RRPP域。 

2. RRPP环 

一个环形连接的以太网拓扑称为一个 RRPP 环。RRPP 环分为主环和子环，环的角色可以通过指定

RRPP 环的级别来设定：主环的级别为 0，子环的级别为 1。一个 RRPP 域可以由单个 RRPP 环构

成，也可以由一个主环和若干个子环共同构成。RRPP 环有以下两种状态： 

• 健康状态：整个环网的物理链路是连通的。 

• 断裂状态：环网中某处物理链路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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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图 1-1 所示，RRPP域Domain 1 中包含了两个RRPP环Ring 1 和Ring 2。Ring 1 和Ring 2 的级

别分别配置为 0 和 1，则Ring 1 为主环，Ring 2 为子环。 

3. 控制VLAN和保护VLAN 

控制 VLAN 和保护 VLAN 是相对而言的： 

• 控制 VLAN：用来传输 RRPP 协议报文。设备上接入 RRPP 环的端口都属于控制 VLAN，且

只有接入 RRPP 环的端口可加入此 VLAN。每个 RRPP 域都有两个控制 VLAN：主控制 VLAN
和子控制 VLAN。主环的控制 VLAN简称主控制 VLAN，子环的控制 VLAN简称子控制 VLAN。

配置时只需指定主控制VLAN，系统会自动将主控制VLAN的VLAN ID＋1作为子控制VLAN。

同一 RRPP 域中所有子环的控制 VLAN 都相同，且主控制 VLAN 和子控制 VLAN 的接口上都

不允许配置 IP 地址。 

• 保护 VLAN：用来传输数据报文。保护 VLAN 中既可包含 RRPP 端口，也可包含非 RRPP 端

口。 

4. 节点角色 

RRPP 环上的每台设备都称为一个节点。节点角色由用户指定，分为以下几种： 

• 主节点：每个环上有且仅有一个主节点。主节点是环网状态主动检测机制的发起者，也是网

络拓扑发生改变后执行操作的决策者。 

• 传输节点：主环上除主节点以外的其它所有节点，以及子环上除主节点、子环与主环相交节

点以外的其它所有节点都为传输节点。传输节点负责监测自己的直连 RRPP 链路的状态，并

把链路变化通知主节点，然后由主节点来决策如何处理。 

• 边缘节点：是一种同时位于主环和子环上的特殊节点，它在主环上是主节点或传输节点，而

在子环上是边缘节点。 

• 辅助边缘节点：也是一种同时位于主环和子环上的特殊节点，它在主环上是主节点或传输节

点，而在子环上是辅助边缘节点。辅助边缘节点与边缘节点成对使用，用于检测主环完整性

和进行环路预防。 

如 图 1-1 所示，Ring 1 为主环，Ring 2 为子环。Device A为Ring 1 的主节点，Device B、Device C
和Device D为Ring 1 的传输节点；Device E为Ring 2 的主节点，Device B为Ring 2 的边缘节点，

Device C为Ring 2 的辅助边缘节点。 

5. 端口角色 

• 主端口和副端口 

在主节点和传输节点接入 RRPP 环的各自两个端口中，一个为主端口，另一个为副端口。端

口角色由用户指定。 

主节点的主端口和副端口在功能上有所区别：主端口用来发送 Hello 报文，副端口用来接收

Hello 报文。当 RRPP 环处于健康状态时，副端口在逻辑上阻塞保护 VLAN，只允许控制

VLAN 的报文通过；当 RRPP 环处于断裂状态时，副端口将解除保护 VLAN 的阻塞状态，转

发保护 VLAN 的报文。 

传输节点的主端口和副端口在功能上没有区别，都用于 RRPP 环上协议报文和数据报文的传

输。 

如 图 1-1 所示，Device A为Ring 1 的主节点，Port 1 和Port 2 分别为其在Ring 1 上的主端口

与副端口；Device B、Device C和Device D为Ring 1 的传输节点，它们各自的Port 1 和Port 2
分别为本节点在Ring 1 上的主端口和副端口。 



 

1-3 

• 公共端口和边缘端口 

公共端口是边缘节点和辅助边缘节点上接入主环的端口，即边缘节点和辅助边缘节点分别在

主环上配置的两个端口。边缘端口是边缘节点和辅助边缘节点上只接入子环的端口。 

端口的角色由用户指定。如 图 1-1 所示，Device B、Device C同时位于Ring 1 和Ring 2 上，

Device B和Device C各自的端口Port 1和Port 2是接入主环的端口，因此是公共端口。Device 
B和Device C各自的Port 3 只接入子环，因此是边缘端口。 

6. RRPP环组 

RRPP 环组是为了减少 Edge-Hello 报文的收发数量，在边缘节点或辅助边缘节点上配置的一组子环

的集合。这些子环的边缘节点都配置在同一台设备上，同样辅助边缘节点也都配置在同一台设备上。

而且边缘节点或辅助边缘节点所在子环对应的主环链路相同，也就是说这些子环边缘节点的

Edge-Hello 报文都走相同的路径到达辅助边缘节点。 

在边缘节点上配置的环组称为边缘节点环组，在辅助边缘节点上配置的环组称为辅助边缘节点环组。

边缘节点环组内最多允许有一个子环发送 Edge-Hello 报文。 

1.1.2  RRPP协议报文 

RRPP协议报文的类型及其作用如 表 1-1 所示。 

表1-1 RRPP 报文类型及其作用 

报文类型 说明 

Hello 也称Health报文，由主节点发起，对网络进行环路完整性检测 

Link-Down 由传输节点、边缘节点或者辅助边缘节点发起，在这些节点的自身端口down时向主

节点通知环路断裂 

Common-Flush-FDB 
由主节点发起，在RRPP环迁移到断裂状态时通知传输节点、边缘节点和辅助边缘节

点更新各自MAC地址表项和ARP/ND表项。FDB是Forwarding Database（转发数据

库）的缩写 

Complete-Flush-FDB 
由主节点发起，在RRPP环迁移到健康状态时通知传输节点、边缘节点和辅助边缘节

点更新各自MAC地址表项和ARP/ND表项，同时通知传输节点解除临时阻塞端口的阻

塞状态 

Edge-Hello 由边缘节点发起并由辅助边缘节点接收，对边缘节点与辅助边缘节点之间的主环链路

进行检测 

Major-Fault 由辅助边缘节点发起，在辅助边缘节点与边缘节点之间的主环链路不连通时，向边缘

节点报告主环链路故障 

 

 

子环的协议报文在主环中被当作数据报文传送，子环的 Common-Flush-FDB 和

Complete-Flush-FDB协议报文在主环中会被主环的节点上送CPU处理，而主环的协议报文则只能

在主环中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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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RRPP定时器 

RRPP 在检测以太网环的链路状况时所使用的定时器如下： 

1. Hello定时器 

规定了主节点从主端口发送 Hello 报文的周期。 

2. Fail定时器 

规定了主节点从主端口发出 Hello 报文到副端口收到该报文的最大时延。在该定时器超时前，若主

节点在副端口上收到了自己从主端口发出的 Hello 报文，主节点认为环网处于健康状态；否则，主

节点认为环网处于断裂状态。 

在同一 RRPP 域中，传输节点会通过收到的 Hello 报文来学习主节点上的 Fail 定时器，以保证环网

上各节点上 Fail 定时器的取值一致。 

1.1.4  RRPP运行机制 

1. 轮询机制 

轮询机制是 RRPP 环的主节点主动检测环网健康状态的机制。 

主节点以 Hello 定时器为周期从主端口发送 Hello 报文，依次经过各传输节点在环上传播。如果环

路是健康的，主节点的副端口将在Fail定时器超时前收到该报文，主节点将保持副端口的阻塞状态。

如果环路是断裂的，主节点的副端口在 Fail 定时器超时前无法收到 Hello 报文，主节点将解除保护

VLAN 在副端口的阻塞状态，同时发送 Common-Flush-FDB 报文通知所有传输节点，使其更新各

自的 MAC 地址表项和 ARP/ND 表项。 

2. 链路down告警机制 

当传输节点、边缘节点或者辅助边缘节点发现自己任何一个属于 RRPP 域的端口 down 时，都会立

刻发送 Link-Down 报文给主节点。主节点收到 Link-Down 报文后立刻解除保护 VLAN 在其副端口

的阻塞状态，并发送 Common-Flush-FDB 报文通知所有传输节点、边缘节点和辅助边缘节点，使

其更新各自的 MAC 地址表项和 ARP/ND 表项。各节点更新表项后，数据流将切换到正常的链路上。 

3. 环路恢复 

传输节点、边缘节点或者辅助边缘节点上属于 RRPP 域的端口重新 up 后，主节点可能会隔一段时

间才能发现环路恢复。这段时间对于保护 VLAN 来说，网络有可能形成一个临时环路，从而产生广

播风暴。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非主节点在发现自己接入环网的端口重新 up 后，立即将其临时阻塞（只阻塞

保护 VLAN 的流量，其它 VLAN 不阻塞，且允许控制 VLAN 的报文通过），在确信不会引起环路后，

才解除该端口的阻塞状态。 

4. 主环链路down，多归属子环广播风暴抑制机制 

如 图 1-5 所示，假设Ring 1 为主环，Ring 2 和Ring 3 为子环。当边缘节点和辅助边缘节点之间的

两条主环链路均处于down状态时，子环Ring 2 和Ring 3 的主节点会放开各自的副端口，导致Device 
B、Device C、Device E和Device F之间形成环路，从而产生广播风暴。 

为了防止该环路的产生，在此种情况下边缘节点会临时阻塞边缘端口，在确信不会引起环路后，才

解除该边缘端口的阻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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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组机制 

在边缘节点配置的 RRPP 环组内，只有域 ID 和环 ID 最小的激活子环才发送 Edge-Hello 报文。在

辅助边缘节点环组内，任意激活子环收到 Edge-Hello 报文会通知给其它激活子环。这样在边缘节点

/辅助边缘节点上分别对应配置 RRPP 环组后，只有一个子环发送/接收 Edge-Hello 报文，减少了对

设备 CPU 的冲击。 

如 图 1-5 所示，Device B和Device C分别为Ring 2 和Ring 3 的边缘节点和辅助边缘节点。Device B
和Device C都需要频繁收发Edge-Hello报文（若配置更多子环的情况，将会收发大量的Edge-Hello
报文）。为减少Edge-Hello报文的收发数量，将边缘节点Device B上的Ring 2 和Ring 3 配置到一个

环组，而将辅助边缘节点Device C上的Ring 2 和Ring 3 也配置到一个环组。这样在各环都激活的情

况下，就只有Device B上的Ring 2 发送Edge-Hello报文了。 

1.1.5  RRPP典型组网 

1. 单环 

如 图 1-2 所示，网络拓扑中只有一个环，此时只需定义一个RRPP域。 

图1-2 单环示意图 

 

 

2. 相切环 

如 图 1-3 所示，网络拓扑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环，各环之间只有一个公共节点，此时需针对每个

环单独定义一个RRPP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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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相切环示意图 

 
 

3. 相交环 

如 图 1-4 所示，网络拓扑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环，各环之间有两个公共节点，此时只需定义一个

RRPP域，选择其中一个环为主环，其它环为子环。 

图1-4 相交环示意图 

 

 

4. 双归属环 

如 图 1-5 所示，网络拓扑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环，各环之间有两个公共节点，且这两个公共节点

都相同，此时可以只定义一个RRPP域，选择其中一个环为主环，其它环为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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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双归属环示意图 

 

 

1.1.6  协议规范 

与 RRPP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3619：Extreme Networks' Ethernet Automatic Protection Switching (EAPS) Version 1 

1.2  RRPP配置限制和指导 

由于 RRPP 没有自动选举机制，只有当环网中各节点的配置都正确时，才能真正实现环网的检测和

保护，因此请保证配置的准确性。 

用户可以根据业务规划情况先划分出 RRPP 域，再确定各 RRPP 域的控制 VLAN 和保护 VLAN，

然后根据流量路径确定每个 RRPP 域内的环以及环上的节点角色。 

1.3  RRPP配置任务简介 

RRPP 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RRPP域 

欲指定为 RRPP 节点的设备均需进行本配置。 

(2) 配置控制VLAN 

RRPP 域内的所有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3) 配置保护VLAN 

RRPP 域内的所有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4) 配置RRPP环 

a. 配置RRPP端口 

各节点欲接入 RRPP 环的端口均需进行本配置。 

b. 配置RRPP节点 

RRPP 域内的所有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5) 激活RRPP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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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PP 域内的所有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6) （可选）配置RRPP定时器 

RRPP 域内的主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7) （可选）配置RRPP环组 

RRPP 域内的边缘节点和辅助边缘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8) （可选）开启RRPP的告警功能 

1.4  RRPP配置准备 

配置 RRPP 之前，需先搭建好以太网环形拓扑的组网环境。 

1.5  创建RRPP域 

1. 功能简介 

创建 RRPP 域时需要指定域 ID，域 ID 用来唯一标识一个 RRPP 域，在同一 RRPP 域内的所有节

点上应配置相同的域 ID。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所有欲指定为 RRPP 节点的设备上执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RRPP 域，并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1.6  配置控制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本任务需要在 RRPP 域内的所有节点上执行。 

• 在同一 RRPP 域内的所有节点上应配置相同的控制 VLAN。用户只需配置主控制 VLAN，子控

制 VLAN 由系统自动分配，其 VLAN ID 为主控制 VLAN 的 VLAN ID＋1。因此，在配置控制

VLAN 时请选取两个连续的、尚未创建的 VLAN，否则将导致配置失败。 

• 请勿将接入 RRPP 环的端口的缺省 VLAN 配置为控制 VLAN。 

• 控制 VLAN 内不能运行 QinQ 和 VLAN 映射功能，否则 RRPP 协议报文将无法正常收发。 

• 配置好 RRPP 环之后不再允许用户删除或修改主控制 VLAN。主控制 VLAN 只能通过 undo 
control-vlan 命令删除，不能通过 undo vlan 命令删除。 

• 如果要在一台未配置 RRPP 功能的设备上透传 RRPP 协议报文，应保证该设备上只有接入

RRPP 环的那两个端口允许该 RRPP 环所对应控制 VLAN 的报文通过，而其它端口都不允许

其通过；否则，其它 VLAN 的报文可能通过透传进入控制 VLAN，从而对 RRPP 环产生冲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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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3) 配置 RRPP 域的主控制 VLAN。 
control-vlan vlan-id 

1.7  配置保护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RRPP 域内的所有节点上执行。 

RRPP 端口允许通过的 VLAN 都应该被 RRPP 域保护，在同一 RRPP 域内的所有节点上应配置相

同的保护 VLAN。 

2. 配置准备 

配置保护 VLAN 前需要配置 MST 域，配置关于保护 VLAN 的 VLAN 映射表，关于 MST 域的详细介

绍，请参加“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生成树”。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3) 配置 RRPP 域的保护 VLAN。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instance-id-list 

1.8  配置RRPP环 

配置 RRPP 环时，首先要对各节点上欲接入 RRPP 环的端口（简称 RRPP 端口）进行必要的配置，

然后再配置 RRPP 环上的各节点。 

1.8.1  配置准备 

配置 RRPP 环之前必须先配置控制 VLAN 和保护 VLAN。 

1.8.2  配置RRPP端口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各节点欲接入 RRPP 环的端口上执行。 

不建议在 RRPP 端口上开启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因为可能引起短时间的广播风暴。有关此

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以太网 OAM”。 

建议在 RRPP 端口上使用 link-delay命令将端口的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制时间配置为 0 秒

（即不抑制），以提高 RRPP 的拓扑变化收敛速度。有关 link-delay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

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以太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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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将一个端口同时加入聚合组和 RRPP 环，否则该端口在 RRPP 环中将不会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Trunk 类型。 
port link-type trunk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类型。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VLAN”。 

(4) 配置 Trunk 端口允许保护 VLAN 的报文通过。 
port trunk permit vlan { vlan-id-list | all } 

缺省情况下，Trunk 端口只允许 VLAN 1 的报文通过。 

由于 RRPP 端口将自动允许控制 VLAN 的报文通过，因此无需配置 RRPP 端口允许控制

VLAN 的报文通过。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VLAN”。 

(5) 关闭生成树协议。 
undo stp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的生成树协议处于开启状态。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生成树”。 

1.8.3  配置RRPP节点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RRPP 域内的各节点上执行。 

如果一台设备处于同一 RRPP 域的多个 RRPP 环上，则该设备在子环上的节点角色只能是边缘节

点或辅助边缘节点。 

在配置边缘节点或辅助边缘节点时，必须先配置主环再配置子环。 

2. 配置主节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3) 指定当前设备为主节点，并指定主端口和副端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master [ primary-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secondary-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evel level-value 

3. 配置传输节点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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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3) 指定当前设备为传输节点，并指定主端口和副端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transit [ primary-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secondary-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evel level-value 

4. 配置边缘节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3) 指定当前设备为主环的主节点或传输节点，并指定主端口和副端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 master | transit } [ primary-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secondary-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evel level-value 

(4) 指定当前设备为子环的边缘节点，并指定边缘端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edge [ edge-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5. 配置辅助边缘节点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3) 指定当前设备为主环的主节点或传输节点，并指定主端口和副端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 master | transit } [ primary-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secondary-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level level-value 

(4) 指定当前设备为子环的辅助边缘节点，并指定边缘端口。 
ring ring-id node-mode assistant-edge [ edge-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9  激活RRPP域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RRPP 域内的所有节点上执行。 

只有当 RRPP 协议和 RRPP 环都开启之后，当前设备的 RRPP 域才能被激活。 

在一台设备上开启子环之前必须先开启主环，而关闭主环之前也必须先关闭所有子环，否则系统将

提示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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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子环的 Hello 报文在主环上形成环路，在子环的主节点上开启子环之前，请先在主环的主节

点上开启主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RRPP 协议。 
rrpp enable 

缺省情况下，RRPP 协议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4) 开启 RRPP 环。 
ring ring-id enable 

缺省情况下，RRPP 环处于关闭状态。 

1.10  配置RRPP定时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RRPP 域内的主节点上执行。 

Fail 定时器不得小于 Hello 定时器的 3 倍。 

在双归属环组网中，为避免主环故障时出现临时环路，应确保子环主节点与主环主节点上的 Fail 定
时器之差大于子环主节点上 Hello 定时器的 2 倍。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RRPP 域视图。 
rrpp domain domain-id 

(3) 配置 Hello 和 Fail 定时器。 
timer hello-timer hello-value fail-timer fail-value 

缺省情况下，Hello 定时器为 1 秒，Fail 定时器为 3 秒。 

1.11  配置RRPP环组 

1. 功能简介 

通过把具有相同边缘节点/辅助边缘节点配置的一组子环加入环组中，可以减少 Edge-Hello 报文的

收发数量。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本任务需要在 RRPP 域内的边缘节点和辅助边缘节点上执行。 

• 一个子环只能属于一个环组，且配置在边缘节点和辅助边缘节点上的环组中所包含的子环必

须相同，否则环组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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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环组的子环的边缘节点应配置在同一台设备上；同样地，辅助边缘节点也应配置在同一

台设备上，而且边缘节点/辅助边缘节点所对应的主环链路应相同。 

• 设备在一个环组内所有子环上应具有相同的类型：边缘节点或辅助边缘节点。 

• 边缘节点环组及其对应的辅助边缘节点环组的配置和激活状态必须相同。 

• 同一环组中的子环所对应主环的链路必须相同；若主环链路本身的配置就不同，或由于修改

配置而导致不同，环组都将不能正常运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RRPP 环组，并进入 RRPP 环组视图。 
rrpp ring-group ring-group-id 

(3) 将子环加入 RRPP 环组。 
domain domain-id ring ring-id-list 

缺省情况下，RRPP 环组内不存在子环。 

1.12  开启RRPP的告警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RRPP 的告警功能后，指定事件发生时系统会产生相应类型的告警信息。生成的告警信息将发

送到设备的 SNMP 模块，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告警信息输出的相关属

性。有关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RRPP 的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rrpp [ major-fault | multi-master | ring-fail | 
ring-recover ] * 

缺省情况下，RRPP 的告警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3  RRP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RRPP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RRPP 报文统计信息。 

表1-2 RRP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RRPP的摘要信息 display rrpp brief 

显示RRPP环组的配置信息 display rrpp ring-group [ ring-group-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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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RRPP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rrpp statistics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显示RRPP的详细信息 display rrpp verbose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清除RRPP报文的统计信息 reset rrpp statistics domain domain-id [ ring ring-id ] 

 

1.14  RRPP典型配置举例 

1.14.1  单环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Device D 构成 RRPP 域 1，该域的主控制 VLAN 为 VLAN 4092，保护 VLAN 为

VLAN 1～30。 

• Device A、Device B、Device C 和 Device D 构成主环 Ring 1。Device A 为主环的主节点，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为主、副端口；Device B、Device C 和

Device D 为主环的传输节点，其各自的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为

主、副端口。 

2. 组网图 

图1-6 单环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 to 30 

[DeviceA]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A-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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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RRPP 域 1，将 VLAN 4092 配置为该域的主控制 VLAN，并将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配置为该域的保护 VLAN。 
[DeviceA] rrpp domain 1 

[DeviceA-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DeviceA-rrpp-domain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配置本设备为主环 Ring 1 的主节点，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副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并开启该环。 
[DeviceA-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master prim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econd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level 0 

[DeviceA-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DeviceA-rrpp-domain1] quit 

# 开启 RRPP 协议。 
[DeviceA] rrpp enable 

(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 to 30 

[DeviceB]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B-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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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RRPP 域 1，将 VLAN 4092 配置为该域的主控制 VLAN，并将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配置为该域的保护 VLAN。 
[DeviceB] rrpp domain 1 

[DeviceB-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DeviceB-rrpp-domain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配置本设备为主环 Ring 1 的传输节点，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副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并开启该环。 
[DeviceB-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econd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level 0 

[DeviceB-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DeviceB-rrpp-domain1] quit 

# 开启 RRPP 协议。 
[DeviceB] rrpp enable 

(3) 配置 Device C 

Device C 的配置与 Device B 相似，配置过程略。 

(4) 配置 Device D 

Device D 的配置与 Device B 相似，配置过程略。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用户可以使用 display 命令显示各设备上 RRPP 的配置和运行情况。 

1.14.2  相交环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Device A～Device E 构成 RRPP 域 1，该域的主控制 VLAN 为 VLAN 4092，保护 VLAN 为

VLAN 1～30。 

• Device A、Device B、Device C和Device D构成主环Ring 1；Device B、Device C和Device 
E 构成子环 Ring 2。 

• Device A 为主环的主节点，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为主、副端口；

Device E 为子环的主节点，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为主、副端口；

Device B为主环的传输节点和子环的边缘节点，GigabitEthernet1/0/3为边缘端口；Device C
为主环的传输节点和子环的辅助边缘节点，GigabitEthernet1/0/3为边缘端口；Device D为主

环的传输节点，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为主、副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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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7 相交环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 to 30 

[DeviceA]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A-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RRPP 域 1，将 VLAN 4092 配置为该域的主控制 VLAN，并将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配置为该域的保护 VLAN。 
[DeviceA] rrpp domain 1  

[DeviceA-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DeviceA-rrpp-domain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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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1/0/2

GE1/0/1

GE1/0/2

GE1/0/1

GE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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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t edge node

Device B
Edge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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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1/0/1

GE1/0/2

Device E
Master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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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本设备为主环 Ring 1 的主节点，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副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并开启该环。 
[DeviceA-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master prim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econd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level 0 

[DeviceA-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DeviceA-rrpp-domain1] quit 

# 开启 RRPP 协议。 
[DeviceA] rrpp enable 

(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 to 30 

[DeviceB]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B-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上配置物

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link-delay 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创建 RRPP 域 1，将 VLAN 4092 配置为该域的主控制 VLAN，并将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配置为该域的保护 VLAN。 
[DeviceB] rrpp domain 1 

[DeviceB-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DeviceB-rrpp-domain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配置本设备为主环 Ring 1 的传输节点，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副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并开启该环。 
[DeviceB-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econd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leve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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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 配置本设备为子环 Ring 2 的边缘节点，边缘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3，并开启该环。 
[DeviceB-rrpp-domain1] ring 2 node-mode edge edge-port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rrpp-domain1] ring 2 enable 

[DeviceB-rrpp-domain1] quit 

# 开启 RRPP 协议。 
[DeviceB] rrpp enable 

(3) 配置 Device C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vlan 1 to 30 

[Device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上配置物

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link-delay 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创建 RRPP 域 1，将 VLAN 4092 配置为该域的主控制 VLAN，并将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配置为该域的保护 VLAN。 
[DeviceC] rrpp domain 1 

[DeviceC-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DeviceC-rrpp-domain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配置本设备为主环 Ring 1 的传输节点，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副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并开启该环。 
[DeviceC-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econd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level 0 

[DeviceC-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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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本设备为子环 Ring 2 的辅助边缘节点，边缘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3，并开启该

环。 
[DeviceC-rrpp-domain1] ring 2 node-mode assistant-edge edge-port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C-rrpp-domain1] ring 2 enable 

[DeviceC-rrpp-domain1] quit 

# 开启 RRPP 协议。 
[DeviceC] rrpp enable 

(4) 配置 Device D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D> system-view 

[DeviceD] vlan 1 to 30 

[DeviceD]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D-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RRPP 域 1，将 VLAN 4092 配置为该域的主控制 VLAN，并将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配置为该域的保护 VLAN。 
[DeviceD] rrpp domain 1 

[DeviceD-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DeviceD-rrpp-domain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配置本设备为主环 Ring 1 的传输节点，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副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并开启该环。 
[DeviceD-rrpp-domain1] ring 1 node-mode transit prim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econd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level 0 

[DeviceD-rrpp-domain1] ring 1 enable 

[DeviceD-rrpp-domain1] quit 

# 开启 RRPP 协议。 
[DeviceD] rrpp enable 

(5) 配置 Device E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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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E> system-view 

[DeviceE] vlan 1 to 30 

[DeviceE]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E-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E-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E-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RRPP 域 1，将 VLAN 4092 配置为该域的主控制 VLAN，并将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配置为该域的保护 VLAN。 
[DeviceE] rrpp domain 1 

[DeviceE-rrpp-domain1] control-vlan 4092 

[DeviceE-rrpp-domain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配置本设备为子环 Ring 2 的主节点，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副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并开启该环。 
[DeviceE-rrpp-domain1] ring 2 node-mode master prim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econdary-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level 1 

[DeviceE-rrpp-domain1] ring 2 enable 

[DeviceE-rrpp-domain1] quit 

# 开启 RRPP 协议。 
[DeviceE] rrpp enable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用户可以使用 display 命令显示各设备上 RRPP 的配置和运行情况。 

1.15  RRPP常见故障处理 

1.15.1  链路正常状态下主节点收不到Hello报文 

1. 故障现象 

在链路正常状态下，主节点收不到 Hello 报文，主节点放开副端口。 

2. 故障分析 

可能的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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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RPP 环上有节点没有开启 RRPP 协议。 

• 在同一 RRPP 环上的节点的域 ID 或控制 VLAN 不同。 

• RRPP 环上的端口处于非正常状态。 

3. 处理过程 

• 使用display rrpp brief命令显示各个节点是否都配置并开启了RRPP协议。如果没有则

使用 rrpp enable 和 ring enable 命令开启 RRPP 协议和 RRPP 环。 

• 使用 display rrpp brief 命令显示各节点的域 ID 和控制 VLAN 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

则需重新设置为相同。 

• 使用 display rrpp verbose 命令显示各个节点各个环的端口链路状态。 

• 在各个节点上使用 debugging rrpp 命令显示端口是否有 Hello 报文的接收或发送，如果没

有则说明有报文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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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RPS 
1.1  ERPS简介 

ERPS（Ethernet Ring Protection Switching，以太环网保护倒换）是具备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的以太

环网链路层技术。它在以太网环完整时能够防止数据环路引起的广播风暴，而当以太网环发生链路

故障时能迅速恢复环网上各个节点之间的通信通路，具备较高的收敛速度。 

1.1.1  ERPS组网模型 

如 图 1-1 所示，ERPS采用环形组网。 

图1-1 ERPS 的基本组网模型 

 
 

1. ERPS环 

一个环形连接的以太网网络拓扑称为一个ERPS环。ERPS环分为主环和子环，缺省情况下，ERPS
环为主环，可手工配置ERPS环为子环。一个ERPS环可以由单个主环构成，也可以由多个环网构

成，在多个环网中可以有多个主环和多个子环。如 图 1-1，Device A、Device B、Device C、Device 
D四个节点所围成的封闭环路为主环Major ring。子环Subring是由Device C与Device E、Device E
与Device F、Device F与Device D这三段链路所够成，是个不封闭环。 

2. 环保护链路 

ERPS环由许多节点组成。某些节点之间使用RPL（Ring Protection Link，环保护链路）对环网进

行保护，防止环路产生。如 图 1-1，Device A与Device B、Device E与Device F间的链路就是RPL。 

3. 节点角色 

ERPS 环上的每台设备都称为一个节点。节点角色由用户的配置来决定，分为下列几种： 

• Owner 节点：主节点，负责阻塞和放开本节点上位于 RPL 上的端口，防止形成环路，从而进

行链路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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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ghbor 节点：邻居节点，RPL 上和 Owner 节点相连的节点，协同 Owner 节点阻塞和放开

本节点上位于 RPL 上的端口，进行链路倒换。 

• Interconnection节点：互联节点，多环模型中连接多个环的节点，互联节点属于子环，主环无

互联节点。在子环互联节点之间的链路的协议报文上送模式中，子环的协议报文在互联节点

终结，数据报文不被终结。有关协议报文的介绍，请参见“1.1.3  ERPS协议报文”。 

• Normal 节点：普通节点，除了上述介绍的三种节点之外的所有节点都为 Normal 节点。Normal
节点负责接收和转发链路中的协议报文和数据报文。 

每个节点上都有两种成员端口 port0 和 port1，这两种端口在功能上没有区别，都用于 ERPS 环上

协议报文和数据报文的传输。 

如 图 1-1，在主环上Device A是Owner节点，Device B是Neighbor节点，在子环上Device E是Owner
节点，Device F是Neighbor节点。Device C和Device D是Interconnection节点。 

4. 端口类型 

ERPS 环成员端口类型由用户的配置来决定，分为以下三种： 

• RPL 端口：RPL 两端的端口。 

• Interconnection 端口：互联节点端口是负责连接子环和主环的端口。 

• Normal 端口：Normal 端口为缺省端口类型，可以接收和转发链路中的协议报文和数据报文，

不具备特殊功能。 

如 图 1-1 所示，Device A、Device B、Device E和Device F上的端口Port A1、Port B1、Port E1 和

Port F1 为RPL端口。Device C和Device D上的端口Port C3 和Port D3 为Interconnection端口。其

余端口为Normal端口。 

1.1.2  ERPS实例 

ERPS 组网中一个环可以支持多个实例，每个实例都是一个逻辑环。每个实例中有自己的协议通道

和数据通道，以及 Owner 节点；每个实例作为一个独立的协议实体，维护各自的状态和数据。 

不同环 ID 的报文通过目的 MAC 地址来区分（目的 MAC 地址的最后一个字节表示环 ID）；具有相

同环 ID 报文，通过其携带的 VLAN ID 来区分其所属的 ERPS 实例，即报文中的环 ID 和 VLAN ID
唯一确定一个实例。 

1.1.3  ERPS协议报文 

R-APS（Ring Automatic Protection Switching，环网自动保护倒换）报文是 ERPS 的协议报文。协

议提供了 R-APS 报文级别的设置功能。节点不处理 R-APS 报文级别比自己大的报文。同一环上同

一实例内的节点 R-APS 报文级别必须相同。 

ERPS协议报文的类型及其作用如 表 1-1 所示。 

表1-1 ERPS 报文类型及其作用 

报文类型 说明 

(NR, RB)（No Request, 
RPL Block，链路恢复，

RPL阻塞）报文 

由Owner节点在Idle状态下发送，通知其它节点RPL端口被阻塞。其它节点收到(NR, 
RB)报文后放开自身的无故障端口，更新各自MAC地址表项。链路稳定在Idle状态下

时，Owner节点周期性发送(NR, RB)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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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文类型 说明 

NR（No Request，链路

恢复）报文 
当链路故障恢复后，由恢复端口所在节点发送，Owner节点收到NR报文后启动WTR
定时器，在恢复端口所在节点收到(NR, RB)报文后停止发送NR报文 

SF（Signal Fail，信号失

败）报文 

当链路出现信号收发失败时，由故障端口所在节点发送，Owner和Neighbor节点收到

SF报文后，放开各自的RPL端口。故障未消除前，故障端口所在节点周期性发送SF
报文 

MS（Manual Switch，手

工倒换）报文 

由配置MS模式的节点发送，配置MS模式的端口被阻塞，其它节点收到MS报文后放

开自身无故障端口，更新各自MAC地址表项。链路在MS状态下，MS报文周期性发

送 

FS（Forced Switch，强

制倒换）报文 
由配置FS模式的节点发送，配置FS模式的端口被阻塞，其它节点收到FS报文后放开

自身所有端口，更新各自MAC地址表项。链路在FS状态下，FS报文周期性发送 

Flush（泛洪）报文 如果子环拓扑有变化，互联节点以广播形式发送Flush报文通知主环刷新MAC地址表

项 

 

 

主环和子环的协议报文只能在自己的环内传输，子环上除 Flush 报文以外的其它协议报文在互联节

点被终结。 

子环的数据报文可以透传至主环。 

 

1.1.4  ERPS协议状态 

ERPS 定义了以下六种状态： 

• Init 状态：环端口不完整时（非互联节点的端口数量小于 2 或互联节点的端口数量小于 1），处

于 Init 状态。 

• Idle 状态：环初始化过后进入到稳定状态，当 Owner 节点进入 Idle 状态后，其它节点随之进

入 Idle 状态。其中，Owner 节点和 Neighbor 节点的 RPL 端口为阻塞状态，即 RPL 不通；

Owner 节点定时发送(NR, RB)报文。 

• Protection 状态：当环网某段链路出现故障，环路经过保护倒换，最终稳定到的状态。Owner
节点和 Neighbor 节点的 RPL 端口放开，即 RPL 放开，保证整个环网仍然是通的。当链路中

某个节点进入 Protection 状态后，其它节点随之进入 Protection 状态。 

• MS 状态：MS 状态下可以手动倒换流量转发路径。当对链路中某个节点进行 MS 操作后，其

它节点随之进入 MS 状态。 

• FS 状态：FS 状态下可以强制倒换流量转发路径。当对链路中某个节点进行 FS 操作后，其它

节点随之进入 FS 状态。 

• Pending 状态：Pending 状态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是各状态在进行跳转时的一个过渡状态。 

环路正常时，处于 Idle 状态；链路发生故障后，处于 Proctection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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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ERPS定时器 

1. Hold-off定时器 

该定时器在端口检测到链路故障时启动，延迟故障上报的速度。当链路出现故障后，等待 Hold-off
超时后，如果故障依然存在，再上报。从而给服务层提供修复链路的机会，避免不必要的故障上报。

该定时器的时长会影响链路故障上报的速度，影响故障发生时链路的倒换性能。 

2. Guard定时器 

该定时器在端口检测到链路恢复时启动，用于防止环网上转发延时导致的原 R-APS 消息残留对网

络造成不必要的震荡。在此定时器超时前，接口不再处理所有 R-APS 报文。该定时器对多点故障

时的链路恢复性能有影响。 

3. WTR定时器 

回切模式下，该定时器在 Owner 节点在 Protection 状态收到 NR 报文时启动，用于防止环网上存在

间歇性故障链路导致网络频繁震荡。在此定时器超时前，RPL 保持转发，故障恢复点维持临时阻塞，

期间，如果 Owner 节点收到 SF 报文，说明环网中还存在故障链路，该定时器直接关闭，RPL 仍然

保持转发。否则，该定时器超时后，Owner 节点阻塞 RPL 端口，发送(NR, RB)报文通知故障恢复

节点，放开临时阻塞的端口，同时刷新 MAC 地址表项。 

4. WTB定时器 

回切模式下，该定时器在 Owner 节点在 MS 或者 FS 状态收到 NR 报文时启动，用于防止环网上的

RPL 端口由于网络震荡而反复被阻塞、放开。在此定时器超时前，RPL 保持转发，故障节点发送

NR 报文。期间，如果 Owner 节点再次收到 SF 报文，说明环网中还存在故障链路，该定时器直接

关闭，RPL 仍然保持转发。否则，该定时器超时后，Owner 节点阻塞 RPL，发送(NR, RB)报文通

知临时阻塞点放开，同时刷新 MAC 地址表项。 

1.1.6  ERPS运行机制 

ERPS 采用 ITU-T G.8032/Y.1344 中定义的连续性检测进行链路双向转发检测，能够定位故障点并

检测故障是单向还是双向的。ERPS 通过通告的消息来判断链路的状态，并作出相应的处理。ERPS
的控制报文类型主要有 SF 和 NR，如果检测到链路出现信号收发失败，就发送 SF 消息；检测到链

路恢复，就发送 NR 消息。如果检测到链路状态变化，连续发三个报文，之后的报文每隔 5 秒发送

一次。 

1. 链路down告警机制 

图1-2 链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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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链路中的节点发现自己任何一个属于 ERPS 环的端口 down 时，都会阻塞故障端口并立刻发送

SF 报文通知链路上其它节点发生了故障，其它节点在收到此报文后放开非故障阻塞端口，并刷新

MAC 地址表项。 

如图1-2所示，当Device C和Device D之间的链路发生故障，Device C和Device D检测到链路故障，

阻塞故障端口，并且周期性的发送SF消息，Device A和Device B收到SF消息后，放开之前阻塞的

RPL端口，业务倒换到RPL，整个环完成了保护倒换。 

2. 链路恢复机制 

图1-3 故障链路恢复 

 

 

当故障链路恢复后，先阻塞之前处于故障状态的端口，启动Guard定时器并发送NR报文通知Owner
节点故障链路已恢复。Owner 节点在收到 NR 报文后，启动 WTR 定时器，如果定时器在超时前，

没有收到 SF 报文，则当定时器超时后，Owner 节点阻塞 RPL 端口，并向外周期性的发送(NR, RB)
报文；故障恢复节点在收到(NR, RB)报文后放开临时阻塞的故障恢复端口；Neighbor 节点收到(NR, 
RB)报文后阻塞 RPL 端口，链路恢复。 

如 图 1-3 所示，当Device C和Device D检测到它们之间的链路恢复后，临时阻塞之前处于故障状态

的端口，发送NR消息。Device A（Owner节点）收到NR消息后，启动WTR定时器，定时器超时之

后，阻塞RPL端口，并向外发送(NR, RB)报文。Device C和Device D收到(NR, RB)消息之后，放开

临时阻塞的故障恢复端口；Device B（Neighbor节点）在收到(NR, RB)报文后阻塞RPL端口。链路

恢复到发生故障前的状态。 

Owner 节点在链路的恢复处理中，有如下两种方式。 

• 回切模式（Revertive behaviour）：Owner节点在故障消除收到NR报文后，会启动WTR/WTB
定时器。在定时器超时之前，如果 Owner 节点没有收到 SF 报文，就倒换端口状态，阻塞

RPL 端口，清除 MAC 地址表项，发送(NR, RB)报文，其它节点放开非故障的阻塞端口，清

除各自 MAC 地址表项。定时器超时后，倒换回 Idle 状态。 

• 非回切模式（Non-revertive behaviour）：Owner 收到 NR 报文后，不执行任何动作，保持之

前设置的端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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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实例与负载分担机制 

图1-4 多实例负载分担 

 

 

在同一个环网中，可能同时存在多个 VLAN 的数据流量，ERPS 可以实现流量的负载分担，即不同

VLAN 的流量沿不同的路径进行转发。 

ERPS 环网中可分为控制 VLAN 和保护 VLAN： 

• 控制 VLAN：用来传递 ERPS 协议报文。每个 ERPS 实例都有自己的控制 VLAN。 

• 保护 VLAN：与控制 VLAN 相对，保护 VLAN 用来传输数据报文。每个 ERPS 实例都有自己

的保护 VLAN，保护 VLAN 通过配置生成树实例来实现。 

通过在同一个环网上配置多个ERPS实例，不同ERPS实例发送不同VLAN的流量，实现不同VLAN
的数据流量在该环网中的拓扑不同，从而达到负载分担的目的。 

如 图 1-4 所示，Instance 1 和Instance 2 为ERPS一个环内配置的两个实例，两个实例的RPL不同，

Device A和Device B之间的链路为Instance 1 的RPL，Device A为Instance 1 的Owner节点；Device 
C和Device D之间的链路为Instance 2 的RPL，Decive C为Instance 2 的Owner节点。通过配置，不

同的实例RPL阻塞不同的VLAN，从而实现单环的负载分担。 

4. 手动可配置机制 

ERPS 支持两个级别的手动配置，即 MS 和 FS。 

• MS 允许用户选取当前环实例内的配置 MS 模式的 ERPS 环成员端口作为阻塞端口。用户在该

端口所在节点配置 erps switch manual 命令后，该节点会向外发送 MS 消息。其它节点

收到 MS 消息后会主动放开各自节点上的 ERPS 环成员端口，最终会稳定在整个链路上只有

MS 配置的端口被阻塞的状态。需要注意的是，MS 状态可以响应链路事件，允许根据链路事

件倒换到相应的状态：MS 状态下，如果有其它链路出现故障，故障所在节点会向外发送 SF
报文，其它节点在收到 SF 报文后会放开各自节点上的 ERPS 环成员端口，包括 MS 配置阻塞

端口。此时链路可正常倒换到保护状态。 

• FS 作用与 MS 类似，不同的是 FS 状态下，各节点不会响应链路故障事件，始终维持 FS 状态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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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链路检测联动机制 

当链路上的中间传输设备或传输链路发生故障（如光纤链路发生单通、错纤、丢包等故障）以及故

障排除时，ERPS 本身无法感知到这个变化，ERPS 环的成员端口需要通过专门的链路检测协议来

检测端口的链路状态，当链路检测协议检测到故障发生或故障恢复时就通知 ERPS 进行链路倒换。 

ERPS 环实例的成员端口通过 Track 项与链路检测协议进行联动，目前仅支持与 CFD（Connectivity 
Fault Detection，连通错误检测）的连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当端口与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联动时，

CFD按照检测VLAN和检测端口来通知故障检测事件，只有当CFD检测的VLAN与端口所在ERPS
环实例的控制 VLAN 或保护 VLAN 一致时，才响应此事件。有关 Track 项和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

的详细介绍，请分别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Track”和“CFD”。 

1.1.7  ERPS典型组网 

ERPS 的正常运行依赖于用户正确的配置。下面介绍几种典型的组网。 

1. 单环 

如 图 1-5 所示，网络拓扑中只有一个环，此时只需定义一个ERPS环。 

图1-5 单环示意图 

 

 

2. 单子环 

如 图 1-6 所示，网络拓扑中有两个环，两环之间有两个公共节点，选择其中一个环为主环，另一个

环为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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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单子环示意图 

 
 

3. 多子环连接主环 

如 图 1-7 所示，网络拓扑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环，每个子环与主环之间有两个公共节点。 

图1-7 多子环连接主环示意图 

 

 

4. 子环连接单一子环 

如 图 1-8 所示，网络拓扑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环，在单子环拓扑的基础上，多个子环和子环 1 之

间有两个公共节点。 

Devic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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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C

Device E
Owner node

RPL

RPL

RPLMajor ring

Subring 1

Subring 2

Device G
Owner node

Device B

Device D

Device F

Devic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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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子环连接单一子环示意图 

 
 

5. 子环连接多环 

如 图 1-9，图 1-10 所示，网络拓扑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环，在单子环拓扑的基础上，至少有一个

子环与其它两个环各有一个公共节点，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图1-9 子环连接多环（子环 2 与主环、子环 1 同时相连）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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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子环连接多环（子环 3 与子环 1、子环 2 同时相连）示意图 

 
 

1.1.8  协议规范 

与 ERPS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ITU-T G.8032：Recommendation ITU-T G.8032/Y.1344, Ethernet ring protection switching. 

• IEEE 802.1D：IEEE Std 802.1D™-2004, IEEE Standard for Local and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s – Media Access Control (MAC) Bridges. 

• IEEE 802.3：IEEE Std 802.3-2008, IEEE Standard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2  ERPS配置限制和指导 

由于 ERPS 没有自动选举机制，只有当环网中各节点的配置都正确时，才能真正实现环网的检测和

保护，因此请保证配置的准确性。 

1.3  ERPS配置任务简介 

ERPS 配置任务如下： 

(1) 全局使能ERPS 

欲指定为 ERPS 节点的设备均需进行本配置。 

(2) 配置ERPS环 

ERPS 环上所有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a. 创建ERPS环 

b. 配置ERPS环成员端口 

c. 配置控制VLAN 

d. 配置保护VLAN 

e. 配置ERPS节点角色 

(3) 在实例中使能ERPS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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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S 环上所有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4) （可选）配置ERPS环发送报文的目的MAC地址所携带的环号 

ERPS 环上所有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5) （可选）配置R-APS报文级别 

ERPS 环上所有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6) （可选）配置ERPS定时器 

ERPS 环上所有节点均需进行 Guard 定时器和 Hold-Off 定时器配置。 

ERPS 环上 Owner 节点均需进行 WTR 定时器配置。 

(7) （可选）配置ERPS非回切模式 

ERPS 环上 Owner 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8) （可选）配置ERPS倒换模式 

ERPS 环上需要阻塞端口的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9) （可选）配置子环关联环 

ERPS 环上 Interconnection 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10) （可选）开启互联节点Flush透传功能 

ERPS 环上 Interconnection 节点均需进行本配置。 

(11) （可选）配置ERPS环成员端口的Track联动 

(12) （可选）清除ERPS环上FS/MS模式的配置 ERPS典型配置举例 

1.4  ERPS配置准备 

配置 ERPS 之前，需要完成以下任务： 

• 搭建以太网环形拓扑的组网环境。 

• 根据网络拓扑情况划分出 ERPS 环，接着根据业务规划情况划分出 ERPS 实例，再确定各

ERPS 实例的控制 VLAN 和保护 VLAN，然后根据流量路径确定每个 ERPS 环的实例内的各

个节点角色。 

1.5  全局使能ERPS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所有欲指定为 ERPS 节点的设备上执行。 

只有全局和实例都使能 ERPS 协议，ERPS 功能才能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使能 ERPS 协议。 
erps enable 

缺省情况下，ERPS 协议未全局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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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配置ERPS环 

1.6.1  创建ERPS环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ERPS 环上所有节点上执行。 

创建 ERPS 环时需要指定环 ID，环 ID 用来唯一标识一个 ERPS 环，在同一 ERPS 环上的所有节点

上应配置相同的环 ID。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ERPS 环，并进入 ERPS 环视图。 
erps ring ring-id 

(3) （可选）配置环为子环。 
ring-type sub-ring 

缺省情况下，ERPS 环为主环。 

1.6.2  配置ERPS环成员端口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各节点欲接入 ERPS 环的端口上执行。 

由于 ERPS 环成员端口将自动允许控制 VLAN 的报文通过，因此无需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允许

控制 VLAN 的报文通过。 

不建议在 ERPS 环成员端口上启用以太网 OAM 远端环回功能，否则可能引起短时间的广播风暴。

有关 OAM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以太网 OAM”。 

建议在 ERPS 环成员端口上通过 link-delay命令将端口的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制时间配置

为 0 秒（即不抑制），以提高 ERPS 的拓扑变化收敛速度。有关 link-delay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

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以太网接口”。 

ERPS 环成员端口必须为 Trunk 类型。 

请勿将一个端口同时加入聚合组和 ERPS 环，否则该端口在 ERPS 环中将不会生效，也无法使用

display erps detail 命令查看到。 

2. 配置ERPS环成员端口属性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Trunk 类型。 
port link-type trunk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链路类型为 Access 类型。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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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Trunk 端口允许保护 VLAN 的报文通过。 
port trunk permit vlan { vlan-id-list | all } 

缺省情况下，Trunk 端口只允许 VLAN 1 的报文通过。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VLAN”。 

(5) 关闭生成树协议。 
undo stp enable 

缺省情况下，端口上的生成树协议处于开启状态。 

本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生成树”。 

3. 配置ERPS环成员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ERPS 环视图。 
erps ring ring-id 

(3)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 port0 | port1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ERPS 环无成员端口。 

1.6.3  配置控制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本任务需要在 ERPS 环上所有节点上执行。 

• 控制 VLAN 必须为设备上尚未创建的 VLAN。 

• 同一 ERPS 实例内的所有节点上应配置相同的控制 VLAN。 

• 请勿将接入 ERPS 环当前实例的端口的缺省 VLAN 配置为控制 VLAN。 

• 控制 VLAN 内不能运行 QinQ 和 VLAN 映射功能，否则 ERPS 协议报文将无法正常收发。 

• 控制 VLAN 必须在配置 ERPS 实例之后才可配置，但在实例使能之后不可以修改控制

VLAN。 

• 如果要在一台未配置 ERPS 功能的设备上透传 ERPS 协议报文，应保证该设备上只有接入

ERPS 环当前实例的那两个端口允许该 ERPS 环当前实例所对应控制 VLAN 的报文通过，而

其它端口都不允许其通过；否则，其它端口的报文可能通过透传进入控制 VLAN，从而对

ERPS 环实例产生冲击。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ERPS 环视图。 
erps ring ring-id 

(3) 进入 ERPS 实例视图。 
instance instance-id 

(4) 配置 ERPS 环的控制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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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vlan vlan-id 

1.6.4  配置保护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ERPS 环上所有节点上执行。 

同一 ERPS 环实例内的所有节点上应配置相同的保护 VLAN。 

在配置负载分担时，不同 ERPS 实例的保护 VLAN 必须不同。 

2. 配置准备 

配置保护 VLAN 前需要配置 MST 域，并配置关于保护 VLAN 的 VLAN 映射表，关于 MST 域的详细

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生成树”。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ERPS 环视图。 
erps ring ring-id 

(3) 进入 ERPS 实例视图。 
instance instance-id 

(4) 配置 ERPS 实例的保护 VLAN。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instance-id-list 

1.6.5  配置ERPS节点角色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ERPS 环上各节点上执行。 

同一个环上配置节点角色过程中不能同时出现两个 Owner 节点，否则不能保证配置完成后 Owner
节点功能正常。 

当配置节点为 interconnection 时，当前的环必须是子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ERPS 环视图。 
erps ring ring-id 

(3) 进入 ERPS 实例视图。 
instance instance-id 

(4) 配置 ERPS 节点角色。 
node-role { { owner | neighbor } rpl | interconnection } { port0 | port1 } 

缺省情况下，节点为 Normal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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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实例中使能ERPS协议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ERPS 环上所有节点上执行。 

当存在控制 VLAN 和保护 VLAN 时，实例才能使能 ERPS 协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ERPS 环视图。 
erps ring ring-id 

(3) 进入 ERPS 实例视图。 
instance instance-id 

(4) 在 ERPS 实例使能 ERPS 协议。 
instance enable 

缺省情况下，ERPS 实例中的 ERPS 协议处于关闭状态。 

1.8  配置ERPS环发送报文的目的MAC地址所携带的环号 

1. 功能简介 

不同环 ID 的报文通过目的 MAC 地址来区分（目的 MAC 地址的最后一个字节表示环 ID）。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ERPS 环上所有节点上执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ERPS 环视图。 
erps ring ring-id 

(3) 配置 ERPS 环发送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所携的环号为当前环号。 
r-aps ring-mac 

缺省情况下，R-APS 报文目的 MAC 地址的最后一个字节为 1。 

1.9  配置R-APS报文级别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ERPS 环上所有节点上执行。 

同一环上相同实例内的节点 R-APS 报文级别必须相同。 

本节点不处理 R-APS 报文级别比自己大的 R-APS 报文。 



 

1-16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ERPS 环视图。 
erps ring ring-id 

(3) 进入 ERPS 实例视图。 
instance instance-id 

(4) 配置 R-APS 报文级别。 
r-aps level level-value 

缺省情况下，R-APS 报文级别为 7。 

1.10  配置ERPS定时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Guard 定时器和 Hold-Off 定时器需要在 ERPS 环上所有节点上配置。 

WTR 定时器需要在 ERPS 环上 Owner 节点上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ERPS 环视图。 
erps ring ring-id 

(3) 进入 ERPS 实例视图。 
instance instance-id 

(4) 配置 Guard 定时器。 
timer guard guard-value 

缺省情况下，Guard 定时器的值为 500 毫秒。 

(5) 配置 Hold-Off 定时器。 
timer hold-off hold-off-value 

缺省情况下，Hold-off 定时器的值为 0 毫秒。 

(6) 配置 WTR 定时器。 
timer wtr wtr-value 

缺省情况下，WTR 定时器的值为 5 分钟。 

1.11  配置ERPS非回切模式 

1. 功能简介 

如果用户不想因为故障节点恢复而引起链路再次切换，可以配置ERPS非回切模式，维持当前ERPS
环拓扑结构，使数据转发路径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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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ERPS 环上 Owner 节点上执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ERPS 环视图。 
erps ring ring-id 

(3) 进入 ERPS 实例视图。 
instance instance-id 

(4) 配置实例为非回切模式。 
revertive-operation non-revertive 

缺省情况下，为回切模式。 

1.12  配置ERPS倒换模式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ERPS 环上需要阻塞端口的节点上执行。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ERPS 倒换模式。 
erps switch { force | manual } ring ring-id instance instance-id { port0 | 
port1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RPS 倒换模式。 

1.13  配置子环关联环 

1. 功能简介 

多环模型中，当某个子环的拓扑变换需要被其它环感知时，需要配置将该子环与指定环进行关联。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ERPS 环上互联节点上执行。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ERPS 子环视图。 
erps ring ring-id 

(3) 进入 ERPS 实例视图。 
instance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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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子环关联环。 
sub-ring connect ring ring-id instance instance-id 

缺省情况下，子环无关联环。 

1.14  开启互联节点Flush透传功能 

1. 功能简介 

多环模型中，子环的拓扑发生变化时，会发送 Flush 报文，当开启互联节点的 Flush 透传功能后，

子环的 Flush 报文才透传至其所关联的环中，从而使得所关联的环快速刷新 MAC 地址表项，提高

收敛速度。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任务需要在 ERPS 环上互联节点上执行。 

开启互联节点 Flush 透传功能时必须同时配置互联节点上的子环与其它环相关联。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互联节点 Flush 透传功能。 
erps tcn-propagation 

缺省情况下，Flush 透传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5  配置ERPS环成员端口的Track联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配置端口与 Track 项联动之前，必须保证该端口已加入相应的 ERPS 环实例。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的 Track 联动。 
port erps ring ring-id instance instance-id track track-entry-index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与 Track 联动。 

1.16  清除ERPS环上FS/MS模式的配置 

1. 功能简介 

通过本功能可将非回切模式的 ERPS 环返回到回切模式，但不清除非回切模式配置。 

如果用户清除了 ERPS 环上 FS/MS 模式的配置，当故障链路恢复时，Owner 节点可跳过 WTR 定

时器的超时等待，直接启动链路恢复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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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清除 ERPS 环上 FS/MS 模式的配置。 
erps clear ring ring-id instance instance-id 

1.17  ERPS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ERPS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ERPS 报文统计信息。 

表1-2 ERPS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ERPS的摘要信息 display erps 

显示ERPS的详细信息 display erps detail ring ring-id [ instance instance-id ] 

显示ERPS报文的统计信息 display erps statistics [ ring ring-id [ instance 
instance-id ] ] 

清除ERPS报文的统计信息 reset erps statistics ring ring-id [ instance instance-id ]

 

1.18  ERPS典型配置举例 

1.18.1  单环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1 所示，为了解决单环上网络环路的问题，在环上各节点配置ERPS相关命令。 

• Device A～Device D构成 ERPS环 1，该环的控制 VLAN为 VLAN 100，保护 VLAN为 VLAN 
1～30。 

• Device A 为 ERPS 环的 Owner 节点，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为

ERPS 环 1 的成员端口 port0 和 port1 端口，port0 为 RPL 端口。 

• Device B为ERPS环的Neighbor节点，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分别为

ERPS 环 1 的成员端口 port0 和 port1 端口，port0 为 RPL 端口。 

• Device C 和 Device D 为 ERPS 环的 Normal 节点，其各自的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为 ERPS 环 1 的成员端口 port0 和 port1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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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1 单环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 to 30 

[DeviceA]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A-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A]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A-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配置 ERPS 环发送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所携带的环号。 
[DeviceA-erps-ring1] r-aps ring-mac 

# 创建 ERPS 实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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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A-erps-ring1-inst1] node-role owner rpl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A-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A-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A-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A-erps-ring1-inst1] quit 

[DeviceA-erps-ring1]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A] cfd enable 

[DeviceA]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1，该 MA 服务于 VLAN 1。 
[DeviceA] cfd service-instance 1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 

# 在服务实例 1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外向

MEP 1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A] cfd meplist 1001 1002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1001 service-instance 1 outboun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2，该 MA 服务于 VLAN 2。 
[DeviceA] cfd service-instance 2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2 

# 在服务实例 2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2 内的外向

MEP 2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A] cfd meplist 2001 2002 service-instance 2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2001 service-instance 2 outboun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1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1 中 MEP 1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A]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2 中 MEP 2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A]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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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A] erps enable 

(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 to 30 

[DeviceB]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B-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B]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B-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配置 ERPS 环发送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所携带的环号。 
[DeviceB-erps-ring1] r-aps ring-mac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B-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B-erps-ring1-inst1] node-role neighbor rpl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B-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B-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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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B-erps-ring1-inst1] quit 

[DeviceB-erps-ring1]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B] cfd enable 

[DeviceB]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1，该 MA 服务于 VLAN 1。 
[DeviceB] cfd service-instance 1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 

# 在服务实例 1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外向

MEP 1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B] cfd meplist 1001 1002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1002 service-instance 1 outbound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2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3，该 MA 服务于 VLAN 3。 
[DeviceB] cfd service-instance 3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3 

# 在服务实例 3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3 内的外向

MEP 3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B] cfd meplist 3001 3002 service-instance 3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3002 service-instance 3 outbound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2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1 中 MEP 1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B]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3 中 MEP 3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B]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B] erps enable 

(3) 配置 Device C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C>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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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 vlan 1 to 30 

[Device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C]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C-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配置 ERPS 环发送报文的目的 MAC 所携带的环号。 
[DeviceC-erps-ring1] r-aps ring-mac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C-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C-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C-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C-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C-erps-ring1-inst1] quit 

[DeviceC-erps-ring1]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C] cfd enable 

[DeviceC]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3，该 MA 服务于 VLAN 3。 
[DeviceC] cfd service-instance 3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3 

# 在服务实例 3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3 内的外向

MEP 3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C] cfd meplist 3001 3002 service-instan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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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3001 service-instance 3 outboun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1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4，该 MA 服务于 VLAN 4。 
[DeviceC] cfd service-instance 4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4 

# 在服务实例 4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4 内的外向

MEP 4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C] cfd meplist 4001 4002 service-instance 4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4001 service-instance 4 outboun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1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3 中 MEP 3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C]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4 中 MEP 4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C]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C] erps enable 

(4) 配置 Device D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D> system-view 

[DeviceD] vlan 1 to 30 

[DeviceD]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D-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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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D]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D-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配置 ERPS 环发送报文的目的 MAC 所携带的环号。 
[DeviceD-erps-ring1] r-aps ring-mac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D-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D-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D-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D-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D-erps-ring1-inst1] quit 

[DeviceD-erps-ring1]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D] cfd enable 

[DeviceD]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2，该 MA 服务于 VLAN 2。 
[DeviceD] cfd service-instance 2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2 

# 在服务实例 2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2 内的外向

MEP 2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D] cfd meplist 2001 2002 service-instance 2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2002 service-instance 2 outbound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2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4，该 MA 服务于 VLAN 4。 
[DeviceD] cfd service-instance 4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4 

# 在服务实例 4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4 内的外向

MEP 4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D] cfd meplist 4001 4002 service-instance 4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4002 service-instance 4 out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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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2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2 中 MEP 2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D]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4 中 MEP 4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D]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D] erps enable 

4. 验证配置 

# Device A 上的 ERPS 环 1 的运行情况。 
[DeviceA] display erps detail ring 1 

 Ring ID               : 1 

 Port0                 : GigabitEthernet1/0/1 

 Port1                 : GigabitEthernet1/0/2 

 Subring               : No 

 Default MAC           : No 

 

 Instance ID           : 1 

 Node role             : Owner 

 Node state            : Idle 

 Connect(ring/instance): - 

 Control VLAN          : 100 

 Protected VLAN        : Reference-instance 1 

 Guard timer           : 500 ms 

 Hold-off timer        : 0 ms 

 WTR timer             : 5 min 

 Revertive operation   : Revertive 

 Enable status         : Yes, Active status : Yes 

 R-APS level           : 7 

 Port                  PortRole                PortStatus 

 ---------------------------------------------------------------------------- 

 Port0                 RPL                     Block 

 Port1                 Non-RPL                 Up 

本节点为 Owner 节点，ERPS 环处于 Idle 状态，RPL 端口阻塞，非 RPL 端口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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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  单子环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12，为了解决子环与主环配合时，子环上出现网络环路的问题，在环上各节点配置ERPS相
关命令。 

• Device A～Device D构成ERPS主环，该环的控制VLAN为VLAN 100，保护VLAN为VLAN 
1～30。Device C、Device D、Device E、Device F 构成子环，该环的控制 VLAN 为 VLAN 
200，保护 VLAN 为 VLAN 1～30。 

• Device A 为主环的 Owner 节点，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为 ERPS
环 1 的成员端口 port0 和 port1 端口，port0 为 RPL 端口。 

• Device B 为主环的 Neighbor 节点，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为

ERPS 环 1 的成员端口 port0 和 port1 端口，port0 为 RPL 端口。 

• Device C 和 Device D 为 Interconnection 节点，其各自的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分别为ERPS环1的成员端口port0和port1端口，GigabitEthernet1/0/3
为 Interconnection 端口。 

• Device E 为子环的 Owner 节点，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为 ERPS
环 1 的成员端口 port0 和 port1 端口，port0 为 RPL 端口。 

• Device F 为子环的 Neighbor 节点，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为

ERPS 环 1 的成员端口 port0 和 port1 端口，port0 为 RPL 端口。 

2. 组网图 

图1-12 相交环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 to 30 

[DeviceA]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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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A-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A]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A-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A-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A-erps-ring1-inst1] node-role owner rpl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A-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A-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A-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A-erps-ring1-inst1] quit 

[DeviceA-erps-ring1]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A] cfd enable 

[DeviceA]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1，该 MA 服务于 VLAN 1。 
[DeviceA] cfd service-instance 1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 

# 在服务实例 1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外向

MEP 1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A] cfd meplist 1001 1002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1001 service-instance 1 out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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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2，该 MA 服务于 VLAN 2。 
[DeviceA] cfd service-instance 2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2 

# 在服务实例 2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2 内的外向

MEP 2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A] cfd meplist 2001 2002 service-instance 2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2001 service-instance 2 outboun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1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1 中 MEP 1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A]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2 中 MEP 2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A]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A] erps enable 

(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 to 30 

[DeviceB]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B-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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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B]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B-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B-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B-erps-ring1-inst1] node-role neighbor rpl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B-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B-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B-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B-erps-ring1-inst1] quit 

[DeviceB-erps-ring1]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B] cfd enable 

[DeviceB]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1，该 MA 服务于 VLAN 1。 
[DeviceB] cfd service-instance 1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 

# 在服务实例 1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外向

MEP 1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B] cfd meplist 1001 1002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1002 service-instance 1 outbound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2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3，该 MA 服务于 VLAN 3。 
[DeviceB] cfd service-instance 3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3 

# 在服务实例 3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3 内的外向

MEP 3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B] cfd meplist 3001 3002 service-instance 3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3002 service-instance 3 outbound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2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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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与服务实例 1 中 MEP 1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B]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3 中 MEP 3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B]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B] erps enable 

(3) 配置 Device C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vlan 1 to 30 

[Device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上配置物

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link-delay 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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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C]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C-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创建 ERPS 实例。 
[DeviceC-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C-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C-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C-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C-erps-ring1-inst1] quit 

[DeviceC-erps-ring1]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C] cfd enable 

[DeviceC]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3，该 MA 服务于 VLAN 3。 
[DeviceC] cfd service-instance 3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3 

# 在服务实例 3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3 内的外向

MEP 3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C] cfd meplist 3001 3002 service-instance 3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3001 service-instance 3 outboun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1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4，该 MA 服务于 VLAN 4。 
[DeviceC] cfd service-instance 4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4 

# 在服务实例 4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4 内的外向

MEP 4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C] cfd meplist 4001 4002 service-instance 4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4001 service-instance 4 outboun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1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3 中 MEP 3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C]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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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4 中 MEP 4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C]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 ERPS 环 2。 
[DeviceC] erps ring 2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C-erps-ring2]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 配置当前环为子环。 
[DeviceC-erps-ring2] ring-type sub-ring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C-erps-ring2] instance 1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C-erps-ring2-inst1] node-role interconnection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C-erps-ring2-inst1] control-vlan 11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C-erps-ring2-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C-erps-ring2-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C-erps-ring2-inst1] quit 

[DeviceC-erps-ring2]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5，该 MA 服务于 VLAN 5。 
[DeviceC] cfd service-instance 5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5 

# 在服务实例 5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创建服务实例 5 内的外向

MEP 5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C] cfd meplist 5001 5002 service-instance 5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cfd mep 5001 service-instance 5 outboun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cfd cc service-instance 5 mep 5001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5 中 MEP 5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C]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5 mep 5001 

# 配置 ERPS 环 2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port erps ring 2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3]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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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C] erps enable 

(4) 配置 Device D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D> system-view 

[DeviceD] vlan 1 to 30 

[DeviceD]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D-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 和 GigabitEthernet1/0/3 上配置物

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link-delay 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D]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D-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D-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D-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D-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D-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D-erps-ring1-inst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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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D-erps-ring1]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D] cfd enable 

[DeviceD]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2，该 MA 服务于 VLAN 2。 
[DeviceD] cfd service-instance 2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2 

# 在服务实例 2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2 内的外向

MEP 2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D] cfd meplist 2001 2002 service-instance 2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2002 service-instance 2 outbound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2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4，该 MA 服务于 VLAN 4。 
[DeviceD] cfd service-instance 4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4 

# 在服务实例 4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4 内的外向

MEP 4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D] cfd meplist 4001 4002 service-instance 4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4002 service-instance 4 outbound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2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2 中 MEP 2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D]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4 中 MEP 4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D]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 ERPS 环 2。 
[DeviceD] erps ring 2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D-erps-ring2]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 配置当前环为子环。 
[DeviceD-erps-ring2] ring-type sub-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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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D-erps-ring2] instance 1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D-erps-ring2-inst1] node-role interconnection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D-erps-ring2-inst1] control-vlan 11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D-erps-ring2-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D-erps-ring2-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D-erps-ring2-inst1] quit 

[DeviceD-erps-ring2]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6，该 MA 服务于 VLAN 6。 
[DeviceD] cfd service-instance 6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6 

# 在服务实例 6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创建服务实例 6 内的外向

MEP 6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D] cfd meplist 6001 6002 service-instance 6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cfd mep 6002 service-instance 6 outbound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cfd cc service-instance 6 mep 6002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6 中 MEP 6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D]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6 mep 6002 

# 配置 ERPS 环 2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port erps ring 2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undo shutdown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D] erps enable 

(5) 配置 Device E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E> system-view 

[DeviceE] vlan 1 to 30 

[DeviceE]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E-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E-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E-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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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ERPS 环 2。 
[DeviceE] erps ring 2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E-erps-ring2]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E-erps-ring2]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配置当前环为子环。 
[DeviceE-erps-ring2] ring-type sub-ring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E-erps-ring2] instance 1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E-erps-ring2-inst1] node-role owner rpl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E-erps-ring2-inst1] control-vlan 11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E-erps-ring2-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terfa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E-erps-ring2-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E-erps-ring2-inst1] quit 

[DeviceE-erps-ring2]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E] cfd enable 

[DeviceE]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6，该 MA 服务于 VLAN 6。 
[DeviceE] cfd service-instance 6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6 

# 在服务实例 6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外向

MEP 6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E] cfd meplist 6001 6002 service-instance 6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6001 service-instance 6 outbound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6 mep 6001 enable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7，该 MA 服务于 VLAN 7。 
[DeviceE] cfd service-instance 7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7 

# 在服务实例 7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7 内的外向

MEP 7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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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E] cfd meplist 7001 7002 service-instance 7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7001 service-instance 7 outbound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7 mep 7001 enable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6 中 MEP 6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E]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6 mep 6001 

# 配置 ERPS 环 2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2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7 中 MEP 7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E]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7 mep 7001 

# 配置 ERPS 环 2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2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E] erps enable 

(6) 配置 Device F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F> system-view 

[DeviceF] vlan 1 to 30 

[DeviceF]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F-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F-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F-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30 通过。 
[DeviceF]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F]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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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ERPS 环 2。 
[DeviceF] erps ring 2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F-erps-ring2]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F-erps-ring2]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配置当前环为子环。 
[DeviceF-erps-ring2] ring-type sub-ring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F-erps-ring2] instance 1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F-erps-ring2-inst1] node-role neighbor rpl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F-erps-ring2-inst1] control-vlan 11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F-erps-ring2-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F-erps-ring2-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F-erps-ring2-inst1] quit 

[DeviceF-erps-ring2]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F] cfd enable 

[DeviceF]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5，该 MA 服务于 VLAN 5。 
[DeviceF] cfd service-instance 5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5 

# 在服务实例 5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外向

MEP 5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F] cfd meplist 5001 5002 service-instance 5 

[DeviceF]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5002 service-instance 5 outbound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5 mep 5002 enable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7，该 MA 服务于 VLAN 7。 
[DeviceF] cfd service-instance 7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7 

# 在服务实例 7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7 内的外向

MEP 7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F] cfd meplist 7001 7002 service-instance 7 

[DeviceF]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7002 service-instance 7 outbound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7 mep 7002 enable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5 中 MEP 5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F]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5 mep 5002 

# 配置 ERPS 环 2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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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F]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2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7 中 MEP 7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F]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7 mep 7002 

# 配置 ERPS 环 2 实例 1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F]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2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F-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F] erps enable 

4. 验证配置 

# Device A 上的 ERPS 环 1 的运行情况。 
[Device A] display erps detail ring 1 

 Ring ID               : 1 

 Port0                 : GigabitEthernet1/0/1 

 Port1                 : GigabitEthernet1/0/2 

 Subring               : Yes 

 Default MAC           : No 

 

 Instance ID           : 1 

 Node role             : Owner 

 Node state            : Idle 

 Connect(ring/instance): - 

 Control VLAN          : 100 

 Protected VLAN        : Reference-instance 1 

 Guard timer           : 500 ms 

 Hold-off timer        : 0 ms 

 WTR timer             : 5 min 

 Revertive operation   : Revertive 

 Enable status         : Yes, Active status : Yes 

 R-APS level           : 7 

 Port                  PortRole                PortStatus 

 ---------------------------------------------------------------------------- 

 Port0                 RPL                     Block 

 Port1                 Non-RPL                 Up 

本节点为 Owner 节点，ERPS 环处于 Idle 状态，RPL 端口阻塞，非 RPL 端口放开。 

1.18.3  单环多实例负载分担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为了更高效得利用网络资源，使环网上不同链路的流量负载比较均 ，可以通过在环网上各节点配

置 ERPS 协议，使得不同的 VLAN 流量走不同的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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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 A、Device B、Device C 和 Device D 构成 ERPS 环 1，在该环上配置两个实例。 

• Instance 1的Owner节点为Device A，RPL为Device A和Device B之间的链路，控制VLAN
为 VLAN 100，保护 VLAN 为 VLAN 1～30。 

• Instance 2 的 Owner 节点为 Device C，其 RPL 为 Device C 和 Device D 之间的链路，控制

VLAN 为 VLAN 110，保护 VLAN 为 VLAN 31～60。 

2. 组网图 

图1-13 单环多实例负载分担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60，将 VLAN 1～30 映射到 MSTI 1 上， VLAN 31～60 映射到 MSTI 2 上，

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 to 60 

[DeviceA]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A-mst-region] instance 2 vlan 31 to 60 

[DeviceA-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A-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60 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6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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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6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A]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A-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A-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A-erps-ring1-inst1] node-role owner rpl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A-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A-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A-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A-erps-ring1-inst1] quit 

[DeviceA-erps-ring1] quit 

# 创建 ERPS 实例 2。 
[DeviceA-erps-ring1] instance 2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A-erps-ring1-inst2] control-vlan 11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A-erps-ring1-inst2]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2 

# 实例 2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A-erps-ring1-inst2] instance enable 

[DeviceA-erps-ring1-inst2] quit 

[DeviceA-erps-ring1]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A] cfd enable 

[DeviceA]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1，该 MA 服务于 VLAN 1。 
[DeviceA] cfd service-instance 1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 

# 在服务实例 1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外向

MEP 1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A] cfd meplist 1001 1002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1001 service-instance 1 outboun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2，该 MA 服务于 VLAN 2。 
[DeviceA] cfd service-instance 2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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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务实例 2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2 内的外向

MEP 2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A] cfd meplist 2001 2002 service-instance 2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2001 service-instance 2 outboun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1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1 中 MEP 1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A]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和实例 2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

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2 track 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2 中 MEP 2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A]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和实例 2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

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2 track 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A] erps enable 

(2) 配置 Device B 

#创建 VLAN 1～60，将 VLAN 1～30 映射到 MSTI 1 上， VLAN 31～60 映射到 MSTI 2 上，

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 to 60 

[DeviceB]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B-mst-region] instance 2 vlan 31 to 60 

[DeviceB-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B-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60 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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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6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B]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B-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B-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B-erps-ring1-inst1] node-role neighbor rpl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B-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B-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B-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B-erps-ring1-inst1] quit 

[DeviceB-erps-ring1] quit 

# 创建 ERPS 实例 2。 
[DeviceB-erps-ring1] instance 2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B-erps-ring1-inst2] control-vlan 11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B-erps-ring1-inst2]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2 

# 实例 2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B-erps-ring1-inst2] instance enable 

[DeviceB-erps-ring1-inst2] quit 

[DeviceB-erps-ring1]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B] cfd enable 

[DeviceB]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1，该 MA 服务于 VLAN 1。 
[DeviceB] cfd service-instance 1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 

# 在服务实例 1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外向

MEP 1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B] cfd meplist 1001 1002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1002 service-instance 1 out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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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2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3，该 MA 服务于 VLAN 3。 
[DeviceB] cfd service-instance 3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3 

# 在服务实例 3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3 内的外向

MEP 3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B] cfd meplist 3001 3002 service-instance 3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3002 service-instance 3 outbound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2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1 中 MEP 1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B]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和实例 2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

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2 track 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3 中 MEP 3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B]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和实例 2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

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2 track 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B] erps enable 

(3) 配置 Device C 

# 创建 VLAN 1～60，将 VLAN 1～30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将 VLAN 31～60 都映射到 MSTI 
2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vlan 1 to 60 

[Device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2 vlan 31 to 60 

[Device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quit 

#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60 通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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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6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6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C]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C-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C-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C-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C-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C-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C-erps-ring1-inst1] quit 

[DeviceC-erps-ring1] quit 

# 创建 ERPS 实例 2。 
[DeviceC-erps-ring1] instance 2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C-erps-ring1-inst2] node-role owner rpl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C-erps-ring1-inst2] control-vlan 11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C-erps-ring1-inst2]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2 

# 实例 2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C-erps-ring1-inst2] instance enable 

[DeviceC-erps-ring1-inst2] quit 

[DeviceC-erps-ring1]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C] cfd enable 

[DeviceC]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3，该 MA 服务于 VLAN 3。 
[DeviceC] cfd service-instance 3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3 

# 在服务实例 3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3 内的外向

MEP 3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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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 cfd meplist 3001 3002 service-instance 3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3001 service-instance 3 outboun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1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4，该 MA 服务于 VLAN 4。 
[DeviceC] cfd service-instance 4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4 

# 在服务实例 4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4 内的外向

MEP 4001，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C] cfd meplist 4001 4002 service-instance 4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4001 service-instance 4 outboun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1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3 中 MEP 3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C]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3 mep 3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和实例 2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

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2 track 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4 中 MEP 4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C]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1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和实例 2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

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2 track 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C] erps enable 

(4) 配置 Device D 

# 创建 VLAN 1～60，将 VLAN 1～30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将 VLAN 31～60 都映射到 MSTI 
2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D> system-view 

[DeviceD] vlan 1 to 60 

[DeviceD]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D-mst-region] instance 2 vlan 31 to 60 

[DeviceD-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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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上配置物理连接状态 up/down 抑

制时间为 0 秒（即不抑制），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
60 通过。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link-delay 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6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link-delay 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6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ERPS 环 1。 
[DeviceD] erps ring 1 

# 配置 ERPS 环成员端口。 
[DeviceD-erps-ring1] port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erps-ring1] port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 创建 ERPS 实例 1。 
[DeviceD-erps-ring1] instance 1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D-erps-ring1-inst1] control-vlan 10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D-erps-ring1-inst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实例 1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D-erps-ring1-inst1] instance enable 

[DeviceD-erps-ring1-inst1] quit 

[DeviceD-erps-ring1-inst1] quit 

# 创建 ERPS 实例 2。 
[DeviceD-erps-ring1] instance 2 

# 配置节点角色。 
[DeviceD-erps-ring1-inst2] node-role neighbor rpl port0 

# 配置控制 VLAN。 
[DeviceD-erps-ring1-inst2] control-vlan 110 

# 配置保护 VLAN。 
[DeviceD-erps-ring1-inst2]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2 

# 实例 2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D-erps-ring1-inst2] instance enable 

[DeviceD-erps-ring1-inst2] quit 

[DeviceD-erps-ring1-inst2] quit 

# 使能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D] cfd enable 

[DeviceD] cfd md MD_A leve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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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2，该 MA 服务于 VLAN 2。 
[DeviceD] cfd service-instance 2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2 

# 在服务实例 2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2 内的外向

MEP 2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D] cfd meplist 2001 2002 service-instance 2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2002 service-instance 2 outbound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2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4，该 MA 服务于 VLAN 4。 
[DeviceD] cfd service-instance 4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4 

# 在服务实例 4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4 内的外向

MEP 4002，并使能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D] cfd meplist 4001 4002 service-instance 4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4002 service-instance 4 outbound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2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2 中 MEP 2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D]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和实例 2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

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2 track 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4 中 MEP 4002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D]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4 mep 4002 

# 配置 ERPS 环 1 实例 1 和实例 2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

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1 track 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erps ring 1 instance 2 track 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使能 ERPS 协议。 
[DeviceD] erps enable 

4. 验证配置 

# Device A 上的 ERPS 环 1 的运行情况。 
[Device A] display erps detail ring 1 

 Ring ID               : 1 

 Port0                 : GigabitEthernet1/0/1 

 Port1                 : GigabitEthernet1/0/2 

 Subring               :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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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MAC           : No 

 

 Instance ID           : 1 

 Node role             : Owner 

 Node state            : Idle 

 Connect(ring/instance): - 

 Control VLAN          : 100 

 Protected VLAN        : Reference-instance 1 

 Guard timer           : 500 ms 

 Hold-off timer        : 0 ms 

 WTR timer             : 5 min 

 Revertive operation   : Revertive 

 Enable status         : Yes, Active status : Yes 

 R-APS level           : 7 

 Port                  PortRole                PortStatus 

 ---------------------------------------------------------------------------- 

 Port0                 RPL                     Block 

 Port1                 Non-RPL                 Up 

 

 Instance ID           : 2 

 Node role             : Normal 

 Node state            : Idle 

 Connect(ring/instance): - 

 Control VLAN          : 100 

 Protected VLAN        : Reference-instance 2 

 Guard timer           : 500 ms 

 Hold-off timer        : 0 ms 

 WTR timer             : 5 min 

 Revertive operation   : Revertive 

 Enable status         : Yes, Active status : Yes 

 R-APS level           : 7 

 Port                  PortRole                PortStatus 

 ---------------------------------------------------------------------------- 

 Port0                 Non-RPL                 Up 

 Port1                 Non-RPL                 Up 

本节点在 Instance 1 中为 Owner 节点，ERPS 环处于 Idle 状态，RPL 端口阻塞，非 RPL 端口放开。

在 Instance 2 中为 Normal 节点，ERPS 环处于 Idle 状态，非 RPL 端口放开。 

1.19  ERPS常见故障处理 

1.19.1  Owner节点收不到故障节点发送的SF报文 

1. 故障现象 

故障节点和 Owner 节点间链路正常，但 Owner 节点收不到故障节点发送的 SF 报文，RPL 端口保

持阻塞。 

2. 故障分析 

可能的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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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PS 环上有节点没有使能 ERPS 协议。 

• 在同一 ERPS 环上的节点的环 ID 或相同实例的控制 VLAN ID 不同。 

• ERPS 环上的端口处于非正常状态。 

3. 处理过程 

• 使用 display erps 命令查看各个节点是否都配置并使能了 ERPS 协议。如果没有则使用

erps enable 命令使能 ERPS 协议。 

• 使用 display erps detail 命令查看各个环各个节点的端口链路状态，如果端口处于关闭

状态，则先打开端口。 

• 使用 debugging erps命令，在各个节点上打开调试信息开关，并查看各个节点报文以及状

态是否倒换正常。 

• 配置同一 ERPS 环上的节点的环 ID 或相同实例的控制 VLAN ID 相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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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mart Link 
1.1  Smart Link简介 

1.1.1  Smart Link应用场景 

Smart Link用于双上行组网中实现主备链路的冗余备份，并提供亚秒级的快速链路切换。如 图 1-1
所示，在Device C和Device D上采用Smart Link功能，可以实现主用上行链路故障时，将流量快速

切换到备用上行链路。 

图1-1 Smart Link 应用场景示意图 

 
 

Smart Link 组网中，设备分为以下角色： 

• Smart Link 设备：具有双上行链路的设备，如 Device C 和 Device D。Smart Link 设备要求支

持 Smart Link 功能、且配置了 Smart Link 组和从指定控制 VLAN 发送 Flush 报文功能。 

• 相关设备：Smart Link 设备连接的上行设备，如 Device A、Device B 和 Device E。相关设备

要求支持 Smart Link 功能、在实际应用中为配合 Smart Link 设备而需开启从指定控制 VLAN
接收 Flush 报文功能。当上行链路切换后，相关设备会根据接收到的 Flush 报文刷新 MAC 地

址转发表项和 ARP/ND 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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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Smart Link概念介绍 

1. Smart Link组 

Smart Link 组也叫灵活链路组，每个组内只包含两个成员端口——主端口和从端口。正常情况下，

只有一个端口处于转发（ACTIVE）状态，另一个端口被阻塞，处于待命（STANDBY）状态。当处

于转发状态的端口出现链路故障（包括端口 down、以太网 OAM 检测到的单向链路等）时，Smart 
Link 组会自动将该端口阻塞，并将原阻塞的处于待命状态的端口切换到转发状态。 

如 图 1-1 所示，Device C上的端口Port C1 和Port C2 组成了一个Smart Link组，其中Port C1 处于

转发状态，而Port C2 处于待命状态；Device D上的端口Port D1 和Port D2 组成了一个Smart Link
组，其中Port D1 处于转发状态，而Port D2 处于待命状态。 

2. 主端口/从端口 

主端口和从端口是 Smart Link 组中的两种成员端口。当 Smart Link 组中的两个端口都处于 up 状态

时，主端口将优先进入转发状态，而从端口将保持待命状态。当主端口所在链路发生故障时，从端

口将切换为转发状态。 

如 图 1-1 所示，Device C和Device D上的端口Port C1 和Port D1 为主端口，Port C2 和Port D2 为

从端口。 

3. 主链路/从链路 

我们把主端口所在的链路称为主链路，从端口所在的链路称为从链路。 

4. Flush报文 

当 Smart Link 组发生链路切换时，原有的 MAC 地址转发表项和 ARP/ND 表项将不适用于新的拓扑

网络，需要更新网络中的所有设备。这时，Smart Link 组通过发送 Flush 报文通知其它设备进行

MAC 地址转发表项和 ARP/ND 表项的刷新操作。Flush 报文是普通的组播数据报文，会被阻塞的接

收端口丢弃。 

5. 保护VLAN 

保护 VLAN 就是 Smart Link 组要保护的那些 VLAN，同一端口上不同的 Smart Link 组保护不同的

VLAN。端口在保护 VLAN 上的转发状态由端口在其所属 Smart Link 组内的状态决定。 

6. 发送控制VLAN 

发送控制VLAN是用于发送Flush报文的VLAN。当发生链路切换时，设备（如 图 1-1 中的Device C
和Device D）会在发送控制VLAN内发送Flush报文。 

7. 接收控制VLAN 

接收控制VLAN是用于接收并处理Flush报文的VLAN。当发生链路切换时，设备（如 图 1-1 中的

Device A、Device B和Device E）接收并处理属于接收控制VLAN的Flush报文，进行MAC地址转发

表项和ARP/ND表项的刷新操作。 

1.1.3  Smart Link运行机制 

1. 链路备份 

在 图 1-1 所示的组网中，Device C的端口Port C1 所在的链路是主链路，Port C2 所在的链路是从

链路。正常情况下，Port C1 处于转发状态，Port C2 处于待命状态。当主链路出现故障时，Port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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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动阻塞并切换到待命状态，Port C2 将切换到转发状态。当端口切换到转发状态时，系统会输

出日志信息通知用户。 

2. 网络拓扑变更 

当 Smart Link 发生链路切换时，网络中各设备上的 MAC 地址转发表项和 ARP/ND 表项可能已经不

是最新状态。为了保证报文的正确发送，需要由 Smart Link 设备在新的链路上发送 Flush 报文，且

要求上行的设备识别 Smart Link 的 Flush 报文并进行更新 MAC 地址转发表项和 ARP/ND 表项的处

理。 

3. 抢占模式 

在 图 1-1 所示的组网中，Device C的端口Port C1 所在的链路是主链路，Port C2 所在的链路是从

链路。当主链路出现故障时，Port C1 将自动阻塞并切换到待命状态，Port C2 则从待命状态切换到

转发状态。当主链路恢复后： 

• 在非抢占模式下，Port C1 仍将维持在阻塞状态，不进行链路状态切换，从而保持流量稳定。

只有等下一次链路切换时，该端口才会重新切换回转发状态。 

• 在抢占模式下，当符合抢占条件时，Port C2 将自动阻塞并切换到待命状态，而 Port C1 则切

换回转发状态。 

4. 负载分担 

在同一个环网中，可能同时存在多个 VLAN 的数据流量，Smart Link 可以实现流量的负载分担，即

不同 VLAN 的流量沿不同 Smart Link 组所确定的路径进行转发。 

通过把一个端口配置为多个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每个 Smart Link 组的保护 VLAN 不同），并

使该端口在不同 Smart Link 组中的转发状态不同，这样就能实现不同 VLAN 的数据流量的转发路径

不同，从而达到负载分担的目的。 

每个 Smart Link 组的保护 VLAN 是通过引用 MSTI（Multiple Spanning Tree Instance，多生成树实

例）来实现的。有关 MSTI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生成树”。 

1.1.4  Smart Link和Monitor Link的端口检测联动 

当上游设备的上行链路发生故障以及故障恢复时，下游设备上的 Smart Link 无法感知到这个变化。

Monitor Link 则可以通过监控上游设备的上行端口，根据其 up/down 状态的变化来触发下行端口

up/down 状态的变化，从而触发下游设备上的 Smart Link 进行链路切换。有关 Monitor Link 的详细

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Monitor Link”。 

1.1.5  Smart Link和Track的链路检测联动 

当上行链路上的中间传输设备或传输链路发生故障（如光纤链路发生单通、错纤、丢包等故障）以

及故障排除时，Smart Link 本身无法感知到这个变化，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需要通过专门的链

路检测协议来检测端口的链路状态，当链路检测协议检测到故障发生或故障恢复时就通知 Smart 
Link 进行链路切换。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通过 Track 项与链路检测协议进行联动，目前仅支持与 CFD（Connectivity 
Fault Detection，连通错误检测）的连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当端口与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联动时，

CFD 按照检测 VLAN 和检测端口来通知故障检测事件，只有当端口所在 Smart Link 组的控制 VLAN
与检测 VLAN 一致时，才响应此事件。有关 Track 项和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分别

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Track”和“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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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mart Link配置限制和指导 

请勿将一个端口同时加入聚合组和 Smart Link 组，否则该端口在 Smart Link 组中将不会生效，也

无法使用 display smart-link group 命令查看到。 

1.3  Smart Link配置任务简介 

Smart Link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Smart Link设备 

a. 配置Smart Link组的保护VLAN 

b. 配置Smart Link组的成员端口 

c. （可选）配置Smart Link抢占功能 

d. （可选）开启发送Flush报文功能 

e. （可选）配置Smart Link与Track联动 

(2) 开启相关设备接收Flush报文功能 

1.4  配置Smart Link设备 

1.4.1  配置准备 

如果欲配置某端口为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主端口或从端口）： 

• 请先手工关闭该端口，并待 Smart Link 组配置完成后再开启该端口，以避免形成环路，导致

广播风暴； 

• 请关闭该端口的生成树协议、RRPP 功能和 ERPS 功能。 

1.4.2  配置Smart Link组的保护VLAN 

1. 配置准备 

配置保护 VLAN 前需要配置 MST 域，并配置关于保护 VLAN 的 VLAN 映射表，关于 MST 域的详细

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生成树”。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Smart Link 组，并进入 Smart Link 组视图。 
smart-link group group-id 

(3) 配置 Smart Link 组的保护 VLAN。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instance-id-list 

1.4.3  配置Smart Link组的成员端口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可在 Smart Link 组视图或接口视图下配置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各视图下的配置效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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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mart Link组视图下的配置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Smart Link 组视图。 
smart-link group group-id 

(3) 配置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 
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primary | secondary } 

缺省情况下，Smart Link 组中没有成员端口。 

3. 接口视图下的配置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 
port smart-link group group-id { primary | secondary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不是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 

1.4.4  配置Smart Link抢占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Smart Link 组视图。 
smart-link group group-id 

(3) 配置 Smart Link 组的抢占模式。 
preemption mode { role | speed [ threshold threshold-value ] } 

缺省情况下，Smart Link 组为非抢占模式。 

(4) 配置抢占延时。 
preemption delay delay 

缺省情况下，抢占延时为 1 秒。 

抢占延时在配置了 Smart Link 组的抢占模式后才会生效。 

1.4.5  开启发送Flush报文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需要为不同的 Smart Link 组配置不同的控制 VLAN。 

• 需要配置保证控制 VLAN 存在，且 Smart Link 组的端口允许控制 VLAN 的报文通过。 

• 某 Smart Link 组的控制 VLAN 应同时为该 Smart Link 组的保护 VLAN，且不要将已配置为控

制 VLAN 的 VLAN 删除，否则会影响 Flush 报文的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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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Smart Link 组视图。 
smart-link group group-id 

(3) 开启发送 Flush 报文的功能。 
flush enable [ control-vlan vlan-id ] 

缺省情况下，发送 Flush 报文的功能处于开启状态，且控制 VLAN 为 VLAN 1。 

1.4.6  配置Smart Link与Track联动 

1. 功能简介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通过 Track 项与链路检测协议进行联动，目前仅支持与 CFD 的连续性检

测功能联动。 

2. 配置准备 

在配置端口与 Track 项联动之前，必须保证该端口已加入相应的 Smart Link 组。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与 Track 项联动。 
port smart-link group group-id track track-entry-number 

缺省情况下，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未与 Track 项联动。 

1.5  开启相关设备接收Flush报文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并非需要在相关设备的所有端口上都开启接收 Flush 报文功能，只需要在处于从 Smart Link 设备到

其目的设备主、从链路上的端口的所有控制 VLAN 上开启此功能。 

配置时需要注意的是： 

• 如果控制 VLAN 尚未配置，设备将对收到的 Flush 报文不做处理而直接转发。 

• 在相关设备上配置的接收处理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和在 Smart Link 设备上配置的发送控

制 VLAN 要相同，若不同，相关设备将对收到的 Flush 报文将不做处理而直接转发。 

• 不要将已配置为控制 VLAN 的 VLAN 删除，否则会影响 Flush 报文的处理。 

• 请确保控制 VLAN 存在，且开启了接收 Flush 报文功能的端口要允许控制 VLAN 的报文通过。 

2. 配置准备 

配置相关设备时，建议在其与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相连的端口上关闭生成树协议，以免由于网

络拓扑改变时端口状态尚未迁移到 Forwarding 而导致 Flush 报文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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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 
smart-link flush enable [ control-vlan vlan-id-list ] 

缺省情况下，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6  Smart Link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Smart Link 的运行情况以及

Flush 报文的统计信息，通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Flush 报文的统计信息。 

表1-1 Smart Link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设备收到的Flush报文信息 display smart-link flush 

显示Smart Link组的信息 display smart-link group { group-id | all } 

清除Flush报文的统计信息 reset smart-link statistics 

 

1.7  Smart Link典型配置举例 

1.7.1  单Smart Link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图 1-2 所示的组网中，Device C和Device D为Smart Link设备，Device A、Device B和
Device E为相关设备。Device C和Device D上VLAN 1～30 的流量分别双上行到Device A。 

• 通过配置，在 Device C 和 Device D 上分别实现双上行链路的灵活备份。 



 

1-8 

2. 组网图 

图1-2 单 Smart Link 组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C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vlan 1 to 30 

[Device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quit 

# 分别关闭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在这两个端口上分别关闭生成

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Smart Link 组 1，并配置其保护 VLAN 为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DeviceC] smart-link group 1 

[DeviceC-smlk-group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配置 Smart Link 组 1 的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从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C-sm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primary 

[DeviceC-sm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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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mart Link 组 1 中开启发送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发送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0。 
[DeviceC-smlk-group1]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DeviceC-smlk-group1] quit 

# 重新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Device D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D> system-view 

[DeviceD] vlan 1 to 30 

[DeviceD]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D-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D-mst-region] quit 

# 分别关闭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在这两个端口上分别关闭生成

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shutdown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shutdown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Smart Link 组 1，并配置其保护 VLAN 为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DeviceD] smart-link group 1 

[DeviceD-smlk-group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配置 Smart Link 组 1 的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从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D-sm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primary 

[DeviceD-sm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econdary 

# 在 Smart Link 组 1 中开启发送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发送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20。 
[DeviceD-smlk-group1]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20 

[DeviceD-smlk-group1] quit 

# 重新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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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3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 to 30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在该端口上开启

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0 和 20。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2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在该端口上关闭

生成树协议并开启接收Flush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Flush报文的控制VLAN为VLAN 20。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2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在该端口上关闭

生成树协议并开启接收Flush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Flush报文的控制VLAN为VLAN 10。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3] quit 

(4) 配置 Device E 

# 创建 VLAN 1～30。 
<DeviceE> system-view 

[DeviceE] vlan 1 to 30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在该端口上开启

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0 和 20。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2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在该端口上关闭

生成树协议并开启接收Flush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Flush报文的控制VLAN为VLAN 10。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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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在该端口上关闭

生成树协议并开启接收Flush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Flush报文的控制VLAN为VLAN 20。 
[Devic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3]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3]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3] undo stp enable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3]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20 

[DeviceE-GigabitEthernet1/0/3] quit 

(5)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30。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 to 30 

# 分别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在这些端口上开启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0 和 20。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2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2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通过使用 display smart-link group 命令可以查看设备上 Smart Link 组的信息： 

# 显示 Device C 上 Smart Link 组的信息。 
[DeviceC] display smart-link group 1 

Smart link group 1 information: 

  Device ID       : 000f-e23d-5af0 

  Preemption mode : None 

  Preemption delay: 1(s) 

  Control VLAN    : 10 

  Protected VLAN  : Reference Instance 1 

 

  Member                  Role      State   Flush-count     Last-flush-time 

  ----------------------------------------------------------------------------- 

  GE1/0/1                 PRIMARY   ACTIVE  5               16:45:20 2012/04/21 

  GE1/0/2                 SECONDARY STANDBY 1               16:37:20 2012/04/21 

通过使用 display smart-link flush 命令可以查看设备上收到的 Flush 报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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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Device B 上收到的 Flush 报文信息。 
[DeviceB] display smart-link flush 

 Received flush packets                             : 5 

 Receiving interface of the last flush packet       : GigabitEthernet1/0/3 

 Receiving time of the last flush packet            : 16:50:21 2012/04/21 

 Device ID of the last flush packet                 : 000f-e23d-5af0 

 Control VLAN of the last flush packet              : 10 

1.7.2  多Smart Link组负载分担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图 1-3 所示的组网中，Device C为Smart Link设备，Device A、Device B和Device D为相

关设备。Device C上VLAN 1～200 的流量通过Device B和Device D双上行到Device A。 

• 通过配置，在 Device C 上实现双上行链路的灵活备份和负载分担：VLAN 1～100 的流量经

Device B 向 Device A 转发，VLAN 101～200 的流量经 Device D 向 Device A 转发。 

2. 组网图 

图1-3 多 Smart Link 组负载分担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C 

# 创建 VLAN 1～200，分别将 VLAN 1～100 映射到 MSTI 1、VLAN 101～200 映射到 MSTI2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vlan 1 to 200 

[Device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100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2 vlan 101 to 200 

[Device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quit 

# 分别关闭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在这两个端口上分别关闭生成

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 通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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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Smart Link 组 1，并配置其保护 VLAN 为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DeviceC] smart-link group 1 

[DeviceC-smlk-group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配置 Smart Link 组 1 的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从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C-sm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primary 

[DeviceC-sm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econdary 

# 在 Smart Link 组 1 中配置抢占模式为角色抢占模式；开启发送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

发送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0。 
[DeviceC-smlk-group1] preemption mode role 

[DeviceC-smlk-group1]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DeviceC-smlk-group1] quit 

# 创建 Smart Link 组 2，并配置其保护 VLAN 为 MSTI 2 所映射的 VLAN。 
[DeviceC] smart-link group 2 

[DeviceC-smlk-group2]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2 

# 配置 Smart Link 组 2 的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从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 
[DeviceC-smlk-group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primary 

[DeviceC-smlk-group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econdary 

# 在 Smart Link 组 2 中配置抢占模式为角色抢占模式；开启发送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

发送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10。 
[DeviceC-smlk-group2] preemption mode role 

[DeviceC-smlk-group2]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10 

[DeviceC-smlk-group2] quit 

# 重新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20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 to 200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 通过，在该端口上开

启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0 和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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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 通过，在该端口上关

闭生成树协议并开启接收Flush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Flush报文的控制VLAN为VLAN 10
和 110。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Device D 

# 创建 VLAN 1～200。 
<DeviceD> system-view 

[DeviceD] vlan 1 to 200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 通过，在该端口上开

启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0 和 110。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 通过，在该端口上关

闭生成树协议并开启接收Flush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Flush报文的控制VLAN为VLAN 10
和 110。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200。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 to 200 

# 分别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通过，在这些端口上开启接收Flush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Flush报文的控制VLAN
为 VLAN 10 和 110。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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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通过使用 display smart-link group 命令可以查看设备上 Smart Link 组的信息： 

# 显示 Device C 上 Smart Link 组的信息。 
[DeviceC] display smart-link group all 

Smart link group 1 information: 

  Device ID       : 000f-e23d-5af0 

  Preemption mode : Role 

  Preemption delay: 1(s) 

  Control VLAN    : 10 

  Protected VLAN  : Reference Instance 1 

 

  Member                  Role      State   Flush-count     Last-flush-time 

  ----------------------------------------------------------------------------- 

  GE1/0/1                 PRIMARY   ACTIVE  5               16:45:20 2012/04/21 

  GE1/0/2                 SECONDARY STANDBY 1               16:37:20 2012/04/21 

 

Smart link group 2 information: 

  Device ID       : 000f-e23d-5af0 

  Preemption mode : Role 

  Preemption delay: 1(s) 

  Control VLAN    : 110 

  Protected VLAN  : Reference Instance 2 

 

  Member                  Role      State   Flush-count     Last-flush-time 

  ----------------------------------------------------------------------------- 

  GE1/0/2                 PRIMARY   ACTIVE  5               16:45:20 2012/04/21 

  GE1/0/1                 SECONDARY STANDBY 1               16:37:20 2012/04/21 

通过使用 display smart-link flush 命令可以查看设备上收到的 Flush 报文信息： 

# 显示 Device B 上收到的 Flush 报文信息。 
[DeviceB] display smart-link flush 

 Received flush packets                             : 5 

 Receiving interface of the last flush packet       : GigabitEthernet1/0/2 

 Receiving time of the last flush packet            : 16:25:21 2012/04/21 

 Device ID of the last flush packet                 : 000f-e23d-5af0 

 Control VLAN of the last flush packet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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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Smart Link与Track联动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图 1-4 所示的组网中，Device A～Device D组成级别为 5 的MD MD_A；Device C为Smart 
Link设备，Device A、Device B和Device D为相关设备。Device C上VLAN 1～200 的流量通

过Device B和Device D双上行到Device A。 

• 配置 Smart Link 与 Track 联动，通过将端口与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的联动以实现：在正常情

况下，VLAN 1～100 的流量经 Device C 上 Smart Link 组 1 的主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向

Device A 转发，VLAN 101～200 的流量经 Device C 上 Smart Link 组 2 的主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向 Device A 转发；当 Device C 与 Device A 之间的链路发生故障时，原

本由各 Smart Link 组的主端口转发的流量能够快速切换到从端口，并在故障排除后再切换回

主端口。 

2. 组网图 

图1-4 Smart Link 与 Track 联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200。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 to 200 

# 分别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通过，在这些端口上开启接收Flush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Flush报文的控制VLAN
为 VLAN 10 和 110。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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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开启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A] cfd enable 

[DeviceA]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1，该 MA 服务于 VLAN 10。 
[DeviceA] cfd service-instance 1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0 

# 在服务实例 1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外向

MEP 1002，并开启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A] cfd meplist 1001 1002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1002 service-instance 1 outboun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2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2，该 MA 服务于 VLAN 110。 
[DeviceA] cfd service-instance 2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10 

# 在服务实例 2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2 内的外向

MEP 2002，并开启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A] cfd meplist 2001 2002 service-instance 2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2002 service-instance 2 outbound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2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20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 to 200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 通过，在该端口上开

启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0 和 110。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 通过，在该端口上关

闭生成树协议并开启接收Flush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Flush报文的控制VLAN为VLAN 10
和 110。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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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Device C 

# 创建VLAN 1～200，分别将VLAN 1～100映射到MSTI 1、VLAN 101～200映射到MSTI 2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vlan 1 to 200 

[Device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100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2 vlan 101 to 200 

[Device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quit 

# 分别关闭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在这两个端口上分别关闭生成

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 通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Smart Link 组 1，并配置其保护 VLAN 为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DeviceC] smart-link group 1 

[DeviceC-smlk-group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配置 Smart Link 组 1 的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从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C-sm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primary 

[DeviceC-sm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econdary 

# 在 Smart Link 组 1 中配置抢占模式为角色抢占模式；开启发送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

发送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0。 
[DeviceC-smlk-group1] preemption mode role 

[DeviceC-smlk-group1]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DeviceC-smlk-group1] quit 

# 创建 Smart Link 组 2，并配置其保护 VLAN 为 MSTI 2 所映射的 VLAN。 
[DeviceC] smart-link group 2 

[DeviceC-smlk-group2]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2 

# 配置 Smart Link 组 2 的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从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 
[DeviceC-smlk-group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primary 

[DeviceC-smlk-group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econdary 

# 在 Smart Link 组 2 中配置抢占模式为角色抢占模式；开启发送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

发送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10。 
[DeviceC-smlk-group2] preemption mode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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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C-smlk-group2]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10 

[DeviceC-smlk-group2] quit 

# 开启 CFD 功能，并创建级别为 5 的 MD MD_A。 
[DeviceC] cfd enable 

[DeviceC] cfd md MD_A level 5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1，该 MA 服务于 VLAN 10。 
[DeviceC] cfd service-instance 1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0 

# 在服务实例 1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创建服务实例 1 内的外向

MEP 1001，并开启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C] cfd meplist 1001 1002 service-instance 1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cfd mep 1001 service-instance 1 outboun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在 MD_A 中创建以 VLAN 编号为 MA 名称的服务实例 2，该 MA 服务于 VLAN 110。 
[DeviceC] cfd service-instance 2 ma-id vlan-based md MD_A vlan 110 

# 在服务实例 2 内配置 MEP 列表，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创建服务实例 2 内的外向

MEP 2001，并开启其 CCM 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C] cfd meplist 2001 2002 service-instance 2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cfd mep 2001 service-instance 2 outbound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1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1 中 MEP 1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1。 
[DeviceC] track 1 cfd cc service-instance 1 mep 1001 

# 配置 Smart Link 组 1 的主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通过 Track 项 1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smart-link group 1 track 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与服务实例 2 中 MEP 2001 的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2。 
[DeviceC] track 2 cfd cc service-instance 2 mep 2001 

# 配置 Smart Link 组 2 的主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通过 Track 项 2 与 CFD 的连续性检测

功能联动，并重新开启该端口。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smart-link group 2 track 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配置 Device D 

# 创建 VLAN 1～200。 
<DeviceD> system-view 

[DeviceD] vlan 1 to 200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 通过，在该端口上开

启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 Flush 报文的控制 VLAN 为 VLAN 10 和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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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200 通过，在该端口上关

闭生成树协议并开启接收Flush报文的功能，并指定接收Flush报文的控制VLAN为VLAN 10
和 110。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20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control-vlan 10 11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假设连接 Device A 与 Device B 的光纤发生了单通故障，通过使用 display smart-link group

命令可以查看设备上 Smart Link 组的信息： 

# 显示 Device C 上 Smart Link 组的信息。 
[DeviceC] display smart-link group all 

Smart link group 1 information: 

  Device ID       : 000f-e23d-5af0 

  Preemption mode : Role 

  Preemption delay: 1(s) 

  Control VLAN    : 10 

  Protected VLAN  : Reference Instance 1 

 

  Member                  Role      State   Flush-count     Last-flush-time 

  ----------------------------------------------------------------------------- 

  GE1/0/1                 PRIMARY   DOWN    5               16:45:20 2012/04/21 

  GE1/0/2                 SECONDARY ACTIVE  1               16:37:20 2012/04/21 

 

Smart link group 2 information: 

  Device ID       : 000f-e23d-5af0 

  Preemption mode : Role 

  Preemption delay: 1(s) 

  Control VLAN    : 110 

  Protected VLAN  : Reference Instance 2 

 

  Member                  Role      State   Flush-count     Last-flush-time 

  ----------------------------------------------------------------------------- 

  GE1/0/2                 PRIMARY   ACTIVE  5               16:45:20 2012/04/21 

  GE1/0/1                 SECONDARY STANDBY 1               16:37:20 2012/04/21 

由此可见， Smart Link 组 1 的主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处于故障状态，而从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则处于转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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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nitor Link 
1.1  Monitor Link简介 

Monitor Link 是一种接口联动方案，通过监控设备的上行接口，根据其 up/down 状态的变化来触发

下行接口 up/down 状态的变化，从而触发下游设备上的拓扑协议进行链路的切换。 

图1-1 Monitor Link 应用场景示意图 

 
 

每个 Monitor Link 组都由上行接口和下行接口这两种成员接口组成，一个 Monitor Link 组可以有多

个上行接口或下行接口，但一个接口只能属于一个 Monitor Link 组。 

• 上行接口是被监控的接口，其所在链路被称为上行链路。 

• 下行接口是监控接口，其所在链路被称为下行链路。 

如 图 1-1 所示，Device B的接口Port B1 和Port B2 组成了一个Monitor Link组，其中Port B1 为上行

接口，该接口所在的链路为上行链路；Port B2 为下行接口，该接口所在的链路为下行链路。Device 
D上的情形也与Device B类似。 

每个 Monitor Link 组独立进行上行接口的监控和下行接口的联动。当 Monitor Link 组中状态为 up
的上行接口个数低于上行接口阈值时，Monitor Link 组就处于 down 状态，并将强制使其所有下行

接口的状态都变为 down；而状态为 up 的上行接口个数大于或等于上行接口阈值时，Monitor Link
组的状态就恢复为 up，并使其所有下行接口的状态都恢复为 up。 

1.2  Monitor Link配置限制和指导 

• 请勿通过接口开关命令来干预 Monitor Link 组中下行接口的状态。 

Port A
1 Port A2

Port B
1 Port D1

Port B2 Port D
2

Port C1 Port 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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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延时回切机制可以避免由于 Monitor Link 组上行链路震荡而导致的下行链路频繁切换。当

Monitor Link组的上行接口恢复为 up状态并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下行接口才恢复为 up状态，

这段时间就称为 Monitor Link 组下行接口的回切延时。 

1.3  Monitor Link配置任务简介 

Monitor Link 配置任务如下： 

(1) 全局开启Monitor Link协议 

(2) 创建Monitor Link组 

(3) 配置Monitor Link组的成员接口 

(4) （可选）配置触发Monitor Link组状态切换的上行接口阈值 

(5) （可选）配置Monitor Link组下行接口的回切延时 

1.4  全局开启Monitor Link协议 

1. 功能简介 

全局开启Monitor Link协议后，Monitor Link组才会生效；全局关闭Monitor Link协议后，所有Monitor 
Link 组失效，之前由 Monitor Link 协议联动触发更改状态为 down 的下行接口将恢复联动触发前的

状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全局开启 Monitor Link 协议。 
undo monitor-link disable 

缺省情况下，Monitor Link 协议处于全局开启状态。 

1.5  创建Monitor Link组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Monitor Link 组，并进入 Monitor Link 组视图。 
monitor-link group group-id 

1.6  配置Monitor Link组的成员接口 

1.6.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一个接口只能属于一个 Monitor Link 组。 

• 建议先配置 Monitor Link 的上行接口，以避免下行接口出现不必要的 down/up 状态变化。 

• 如果已将一个聚合组的选中端口配置为 Monitor Link 组的下行接口，请勿再将该聚合组的非

选中端口配置为该 Monitor Link 组的上行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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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允许将一个聚合接口及其所对应聚合组的成员端口加入同一个 Monitor Link 组中。 

• 可在Monitor Link组视图或接口视图下配置Monitor Link组的成员接口，各视图下的配置效果

相同。可配置为 Monitor Link 组成员接口的接口包括二层以太网接口、二层聚合接口。 

1.6.2  在Monitor Link组视图下配置Monitor Link组的成员接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onitor Link 组视图。 
monitor-link group group-id 

(3) 配置 Monitor Link 组的成员接口。 
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downlink | uplink } 

缺省情况下，Monitor Link 组中不存在成员接口。 

1.6.3  在接口视图下配置Monitor Link组的成员接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接口为 Monitor Link 组的成员接口。 
port monitor-link group group-id { downlink | uplink } 

缺省情况下，接口不是 Monitor Link 组的成员接口。 

1.7  配置触发Monitor Link组状态切换的上行接口阈值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onitor Link 组视图。 
monitor-link group group-id 

(3) 配置触发 Monitor Link 组状态切换的上行接口阈值。 
uplink up-port-threshold number-of-port 

缺省情况下，触发 Monitor Link 组状态切换的上行接口阈值为 1。 

1.8  配置Monitor Link组下行接口的回切延时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Monitor Link 组视图。 
monitor-link group group-id 

(3) 配置 Monitor Link 组下行接口的回切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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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ink up-delay delay 

缺省情况下，Monitor Link 组下行接口的回切延时为 0 秒，即上行接口 up 后，下行接口立刻

恢复为 up 状态。 

1.9  Monitor Link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Monitor Link组的运行情况。 

表1-1 Monitor Link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Monitor Link组的信息 display monitor-link group { group-id | all } 

 

1.10  Monitor Link典型配置举例 

1.10.1  Monitor Link基础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在 图 1-2 所示的组网中，Device C为Smart Link设备，Device A、Device B和Device D为相

关设备。Device C上VLAN 1～30 的流量通过Smart Link组双上行到Device A。 

• 通过配置，在 Device C 上实现双上行链路的灵活备份，并且当 Device A 与 Device B（或

Device D）之间出现链路故障时，Device C 能够感知到这个故障并完成其上行链路的切换。 

 

有关 Smart Link 的详细介绍和配置，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Smart Link”。 

 

2. 组网图 

图1-2 Monitor Link 典型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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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C 

# 创建 VLAN 1～30，将这些 VLAN 都映射到 MSTI 1 上，并激活 MST 域的配置。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vlan 1 to 30 

[DeviceC] stp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instance 1 vlan 1 to 30 

[DeviceC-mst-region] active region-configuration 

[DeviceC-mst-region] quit 

# 分别关闭端口GigabitEthernet1/0/1和GigabitEthernet1/0/2，在这两个端口上分别关闭生成

树协议，并将端口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Smart Link 组 1，并配置其保护 VLAN 为 MSTI 1 所映射的 VLAN。 
[DeviceC] smart-link group 1 

[DeviceC-smlk-group1] protected-vlan reference-instance 1 

# 配置 Smart Link 组 1 的主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从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C-sm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primary 

[DeviceC-sm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secondary 

# 在 Smart Link 组 1 中使能发送 Flush 报文的功能。 
[DeviceC-smlk-group1] flush enable 

[DeviceC-smlk-group1] quit 

# 重新开启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hutdown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LAN 1～30。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vlan 1 to 30 

# 分别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并在这些端口上都使能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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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1～3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1 to 30 

# 分别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在这些端口上都使能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Monitor Link 组 1，并配置该组的上行接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下行接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B] monitor-link group 1 

[DeviceB-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uplink 

[DeviceB-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downlink 

[DeviceB-mtlk-group1] quit 

(4) 配置 Device D 

# 创建 VLAN 1～30。 
<DeviceD> system-view 

[DeviceD] vlan 1 to 30 

# 分别将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配置为 Trunk 端口且允许 VLAN 
1～30 通过，在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上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在这些端口上都使能接收

Flush 报文的功能。 
[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smart-link flush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1]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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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1 to 30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smart-link flush enable 

[DeviceD-GigabitEthernet1/0/2] quit 

# 创建 Monitor Link 组 1，并配置该组的上行接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下行接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D] monitor-link group 1 

[DeviceD-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uplink 

[DeviceD-mtlk-group1] port gigabitethernet 1/0/2 downlink 

[DeviceD-mtlk-group1] quit 

4. 验证配置 

通过使用 display monitor-link group 命令可以查看各设备上 Monitor Link 组的信息。例如

当 Device A 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由于链路故障而 down 掉时： 

# 显示 Device B 上 Monitor Link 组 1 的信息。 
[DeviceB] display monitor-link group 1 

Monitor link group 1 information: 

  Group status     : UP 

  Downlink up-delay: 0(s) 

  Last-up-time     : 16:38:26 2012/4/21 

  Last-down-time   : 16:37:20 2012/4/21 

  Up-port-threshold: 1 

 

  Member                    Role       Status 

  -------------------------------------------- 

  GE1/0/1                   UPLINK     UP 

  GE1/0/2                   DOWNLINK   UP 

# 显示 Device D 上 Monitor Link 组 1 的信息。 
[DeviceD] display monitor-link group 1 

Monitor link group 1 information: 

  Group status     : DOWN 

  Downlink up-delay: 0(s) 

  Last-up-time     : 16:37:20 2012/4/21 

  Last-down-time   : 16:38:26 2012/4/21 

  Up-port-threshold: 1 

 

  Member                    Role       Status 

  -------------------------------------------- 

  GE1/0/1                   UPLINK     DOWN 

  GE1/0/2                   DOWNLINK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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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RRP 
1.1  VRRP简介 

通常，同一网段内的所有主机上都存在一个相同的默认网关。主机发往其它网段的报文将通过默认

网关进行转发，从而实现主机与外部网络的通信。如 图 1-1 所示，当默认网关发生故障时，本网段

内所有主机将无法与外部网络通信。 

图1-1 局域网组网方案 

 

 

默认网关为用户的配置操作提供了方便，但是对网关设备提出了很高的稳定性要求。增加网关是提

高链路可靠性的常见方法，此时如何在多个出口之间进行选路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VRRP（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VRRP
功能将可以承担网关功能的一组路由器加入到备份组中，形成一台虚拟路由器，并为该虚拟路由器

指定虚拟 IP 地址。VRRP 通过选举机制决定哪台路由器承担转发任务。局域网内的主机仅需要知道

这台虚拟路由器的虚拟 IP 地址，并将其设置为网关的 IP 地址即可。局域网内的主机通过这台虚拟

路由器与外部网络进行通信。 

VRRP 在提高可靠性的同时，简化了主机的配置。在具有组播或广播能力的局域网（如以太网）中，

借助 VRRP 能在某台路由器出现故障时仍然提供高可靠的链路，有效避免单一链路发生故障后网络

中断的问题。 

设备支持两种工作模式的 VRRP： 

• 标准协议模式：基于RFC实现的VRRP，详细介绍请参见“1.2  VRRP标准协议模式”。 

• 负载均衡模式：在标准协议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实现了负载均衡功能，详细介绍请参

见“1.3  VRRP负载均衡模式”。 

VRRP 包括 VRRPv2 和 VRRPv3 两个版本，VRRPv2 版本只支持 IPv4 VRRP，VRRPv3 版本支持

IPv4 VRRP 和 IPv6 VR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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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RRP标准协议模式 

1.2.1  VRRP标准协议模式典型组网 

VRRP标准协议模式典型组网如 图 1-2 所示，Router A、Router B和Router C组成一台虚拟路由器。

此虚拟路由器有自己的IP地址，由用户手工指定。局域网内的主机将虚拟路由器设置为默认网关。

Router A、Router B和Router C中优先级 高的路由器作为Master路由器，承担网关的功能，其余

两台路由器作为Backup路由器，当Master路由器发生故障时，取代Master路由器继续履行网关职

责，从而保证局域网内的主机可不间断地与外部网络进行通信。  

图1-2 VRRP 组网示意图 

 
 

1.2.2  虚拟IP地址和IP地址拥有者 

虚拟路由器的 IP 地址可以是备份组所在网段中未被分配的 IP 地址，也可以和备份组内的某个路由

器的接口 IP 地址相同。接口 IP 地址与虚拟 IP 地址相同的路由器被称为 IP 地址拥有者。在同一个

VRRP 备份组中，只能存在一个 IP 地址拥有者。 

1.2.3  备份组中路由器的优先级 

VRRP 根据优先级来确定备份组中每台路由器的角色（Master 路由器或 Backup 路由器）。优先级

越高，则越有可能成为 Master 路由器。 

VRRP 优先级的取值范围为 0 到 255（数值越大表明优先级越高），可配置的范围是 1 到 254，优先

级 0 为系统保留给特殊用途来使用，255 则是系统保留给 IP 地址拥有者。当路由器为 IP 地址拥有

者时，其优先级始终为 255。因此，当备份组内存在 IP 地址拥有者时，只要其工作正常，则为 Master
路由器。 

1.2.4  备份组中路由器的工作方式 

备份组中的路由器具有以下两种工作方式： 

Host A

Host B

Host C

Router A
Master

Router B
Backup

Router C
Backup

Virtual router
Virtual IP address:

10.1.1.1/24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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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抢占方式：在该方式下只要 Master 路由器未出现故障，Backup 路由器即使随后被配置了

更高的优先级也不会成为 Master 路由器。非抢占方式可以避免频繁地切换 Master 路由器。 

• 抢占方式：在该方式下 Backup 路由器一旦发现自己的优先级比当前 Master 路由器的优先级

高，就会触发 Master 路由器的重新选举，并 终取代原有的 Master 路由器。抢占方式可以

确保承担转发任务的 Master 路由器始终是备份组中优先级 高的路由器。 

1.2.5  备份组中路由器的认证方式 

VRRP 通过在 VRRP 报文中增加认证字的方式，验证接收到的 VRRP 报文，防止非法用户构造报

文攻击备份组内的路由器。VRRP 提供了两种认证方式： 

• 简单字符认证：发送 VRRP 报文的路由器将认证字填入到 VRRP 报文中，而收到 VRRP 报文

的路由器会将收到的 VRRP 报文中的认证字和本地配置的认证字进行比较。如果认证字相同，

则认为接收到的报文是真实、合法的 VRRP 报文；否则认为接收到的报文是一个非法报文，

将其丢弃。 

• MD5 认证：发送 VRRP 报文的路由器利用认证字和 MD5 算法对 VRRP 报文进行摘要运算，

运算结果保存在 VRRP 报文中。收到 VRRP 报文的路由器会利用本地配置的认证字和 MD5
算法进行同样的运算，并将运算结果与认证头的内容进行比较。如果相同，则认为接收到的

报文是合法的 VRRP 报文；否则认为接收到的报文是一个非法报文，然后将其丢弃。 

在一个安全的网络中，用户也可以不设置认证方式。 

 

VRRPv3 版本的 IPv4 VRRP 和 IPv6 VRRP 均不支持对 VRRP 报文进行认证。 

 

1.2.6  VRRP定时器 

1. 偏移时间 

偏移时间（Skew_Time）用来避免 Master 路由器出现故障时，备份组中的多个 Backup 路由器在

同一时刻同时转变为 Master 路由器，导致备份组中存在多台 Master 路由器。 

Skew_Time 的值不可配置，其计算方法与使用的 VRRP 协议版本有关： 

• 使用 VRRPv2 版本（RFC 3768）时，计算方法为：（256－路由器在备份组中的优先级）/256 

• 使用 VRRPv3 版本（RFC 5798）时，计算方法为：（（256－路由器在备份组中的优先级）×

VRRP 通告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256 

2. VRRP通告报文发送间隔定时器 

VRRP 备份组中的 Master 路由器会定时发送 VRRP 通告报文，通知备份组内的路由器自己工作正

常。 

用户可以通过命令行来调整 Master 路由器发送 VRRP 通告报文的发送间隔。如果 Backup 路由器

在等待了 3×发送间隔＋Skew_Time 后，依然未收到 VRRP 通告报文，则认为自己是 Master 路由

器，并向本组其它路由器发送 VRRP 通告报文，重新进行 Master 路由器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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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RRP抢占延迟定时器 

为了避免备份组内的成员频繁进行主备状态转换、让 Backup 路由器有足够的时间搜集必要的信息

（如路由信息），在抢占方式下，Backup 路由器接收到优先级低于本地优先级的 VRRP 通告报文后，

不会立即抢占成为 Master 路由器，而是等待一定时间——抢占延迟时间＋Skew_Time 后，才会对

外发送 VRRP 通告报文通过 Master 路由器选举取代原来的 Master 路由器。 

1.2.7  Master路由器选举 

备份组中的路由器根据优先级确定自己在备份组中的角色。路由器加入备份组后，初始处于 Backup
状态： 

• 如果等待 3×发送间隔＋Skew_Time 后还未收到 VRRP 通告报文，则转换为 Master 状态； 

• 如果在 3×发送间隔＋Skew_Time 内收到优先级大于或等于自己优先级的 VRRP 通告报文，

则保持 Backup 状态； 

• 如果在 3×发送间隔＋Skew_Time 内收到优先级小于自己优先级的 VRRP 通告报文，且路由

器工作在非抢占方式，则保持 Backup 状态；否则，路由器抢占成为 Master 路由器。 

通过上述步骤选举出的 Master 路由器启动 VRRP 通告报文发送间隔定时器，定期向外发送 VRRP
通告报文，通知备份组内的其它路由器自己工作正常；Backup 路由器则启动定时器等待 VRRP 通

告报文的到来。 

由于网络故障原因造成备份组中存在多台 Master 路由器时，这些 Master 路由器会根据优先级和 IP
地址选举出一个 Master 路由器：优先级高的路由器成为 Master 路由器；优先级低的成为 Backup
路由器；如果优先级相同，则 IP 地址大的成为 Master 路由器。 

1.2.8  VRRP监视功能 

VRRP 监视功能通过 NQA（Network Quality Analyzer，网络质量分析）、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双向转发检测）等监测 Master 路由器和上行链路的状态，并通过 Track 功

能在 VRRP 设备状态和 NQA/BFD 之间建立关联： 

• 监视上行链路，根据上行链路的状态，改变路由器的优先级。当 Master 路由器的上行链路出

现故障，局域网内的主机无法通过网关访问外部网络时，被监视 Track项的状态变为 Negative，
Master 路由器的优先级降低指定的数值。使得当前的 Master 路由器不是组内优先级 高的路

由器，而其它路由器成为 Master 路由器，保证局域网内主机与外部网络的通信不会中断。 

• 在 Backup 路由器上监视 Master 路由器的状态。当 Master 路由器出现故障时，监视 Master
路由器状态的 Backup 路由器能够迅速成为 Master 路由器，以保证通信不会中断。 

被监视 Track项的状态由Negative变为Positive或Notready后，对应的路由器优先级会自动恢复。

Track 项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Track”。 

VRRP 监视功能只能工作在抢占方式下，用以保证只有优先级 高的路由器才能成为 Master 路由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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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VRRP应用 

1. 主备备份 

主备备份方式表示转发任务仅由Master路由器承担。当Master路由器出现故障时，才会从其它

Backup路由器选举出一个接替工作。主备备份方式仅需要一个备份组，不同路由器在该备份组中拥

有不同优先级，优先级 高的路由器将成为Master路由器，如 图 1-3 中所示（以IPv4 VRRP为例）。 

图1-3 主备备份 VRRP 

 

 

初始情况下，Router A 为 Master 路由器并承担转发任务，Router B 和 Router C 是 Backup 路由器

且都处于就绪监听状态。如果 Router A 发生故障，则备份组内处于 Backup 状态的 Router B 和

Router C 路由器将根据优先级选出一台新的 Master 路由器，这台新 Master 路由器继续向网络内的

主机提供网关服务。 

2. 负载分担 

一台路由器可加入多个备份组，在不同备份组中有不同的优先级，使得该路由器可以在一个备份组

中作为 Master 路由器，在其它的备份组中作为 Backup 路由器。 

负载分担方式是指多台路由器同时承担网关的功能，因此负载分担方式需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备

份组，每个备份组都包括一台Master路由器和若干台Backup路由器，各备份组的Master路由器各

不相同，如 图 1-4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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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负载分担 VRRP 

 

 

同一台路由器同时加入多个 VRRP 备份组，在不同备份组中有不同的优先级。 

在 图 1-4 中，有三个备份组存在： 

• 备份组1：对应虚拟路由器1。Router A作为Master路由器，Router B和Router C作为Backup
路由器。 

• 备份组2：对应虚拟路由器2。Router B作为Master路由器，Router A和Router C作为Backup
路由器。 

• 备份组3：对应虚拟路由器3。Router C作为Master路由器，Router A和Router B作为Backup
路由器。 

为了实现业务流量在 Router A、Router B 和 Router C 之间进行负载分担，需要将局域网内的主机

的缺省网关分别设置为虚拟路由器 1、虚拟路由器 2 和虚拟路由器 3。在配置优先级时，需要确保

备份组 1 中，Router A 的优先级 高；备份组 2 中，Router B 的优先级 高；备份组 3 中，Router 
C 的优先级 高。 

1.3  VRRP负载均衡模式 

在 VRRP 标准协议模式中，只有 Master 路由器可以转发报文，Backup 路由器处于监听状态，无法

转发报文。虽然创建多个备份组可以实现多台路由器之间的负载分担，但是局域网内的主机需要设

置不同的网关，增加了配置的复杂性。 

VRRP 负载均衡模式在 VRRP 提供的虚拟网关冗余备份功能基础上，增加了负载均衡功能。其实现

原理为：将一个虚拟 IP 地址与多个虚拟 MAC 地址对应，VRRP 备份组中的每台路由器都对应一个

虚拟 MAC 地址；使用不同的虚拟 MAC 地址应答主机的 ARP（IPv4 网络中）/ND（IPv6 网络中）

请求，从而使得不同主机的流量发送到不同的路由器，备份组中的每台路由器都能转发流量。在

VRRP 负载均衡模式中，只需创建一个备份组，就可以实现备份组中多台路由器之间的负载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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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标准协议模式下 VRRP 备份组中 Backup 路由器始终处于空闲状态、网络资源利用率不高的

问题。 

VRRP 负载均衡模式以 VRRP 标准协议模式为基础，VRRP 标准协议模式中的工作机制（如 Master
路由器的选举、抢占、监视功能等），VRRP 负载均衡模式均支持。VRRP 负载均衡模式还在此基

础上，增加了新的工作机制。 

1.3.1  虚拟MAC地址的分配 

VRRP 负载均衡模式中，Master 路由器负责为备份组中的路由器分配虚拟 MAC 地址，并为来自不

同主机的 ARP/ND 请求，应答不同的虚拟 MAC 地址，从而实现流量在多台路由器之间分担。备份

组中的 Backup 路由器不会应答主机的 ARP/ND 请求。 

以 IPv4 网络为例，VRRP 负载均衡模式的具体工作过程为： 

(1) Master路由器为备份组中的路由器（包括Master自身）分配虚拟MAC地址。如 图 1-5 所示，

虚拟IP地址为 10.1.1.1/24的备份组中，Router A作为Master路由器，Router B作为Backup路
由器。Router A为自己分配的虚拟MAC地址为 000f-e2ff-0011，为Router B分配的虚拟MAC
地址为 000f-e2ff-0012。 

图1-5 Master 分配虚拟 MAC 地址 

 
 

(2) Master路由器接收到主机发送的目标IP地址为虚拟IP地址的ARP请求后，根据负载均衡算法

使用不同的虚拟MAC地址应答主机的ARP请求。如 图 1-6 所示，Host A发送ARP请求获取网

关 10.1.1.1 对应的MAC地址时，Master路由器（即Router A）使用Router A的虚拟MAC地址

应答该请求；Host B发送ARP请求获取网关 10.1.1.1 对应的MAC地址时，Master路由器使用

Router B的虚拟MAC地址应答该请求。 

Gateway IP: 10.1.1.1/24 Gateway IP: 10.1.1.1/24

Virtual MAC: 000f-e2ff-0012
Virtual IP address:10.1.1.1/24

Host A Host B

Router A
Master

Router B
Backup

Network

Virtual MAC: 000f-e2ff-0011
Virtual IP address:10.1.1.1/24 Allocate Virtual MAC

000f-e2ff-0012 to Route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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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Master 应答 ARP 请求 

 
 

(3) 通过使用不同的虚拟MAC地址应答主机的ARP请求，可以实现不同主机的流量发送给不同的

路由器。如 图 1-7 所示，Host A认为网关的MAC地址为Router A的虚拟MAC地址，从而保证

Host A的流量通过Router A转发；Host B认为网关的MAC地址为Router B的虚拟MAC地址，

从而保证Host B的流量通过Router B转发。 

图1-7 主机通过不同路由器转发流量 

 

 

当 Master 路由器收到 ARP 请求报文后，发出的 ARP 应答报文中以太网报文头部中的源 MAC 地址

和 ARP 报文内容的源 MAC 地址不一致。这样，就需要对和 VRRP 备份组配合使用的二层设备做

如下限制： 

Host A Host B

Router A
Master

Router B
Backup

Network

Gateway IP: 10.1.1.1/24 Gateway IP: 10.1.1.1/24

Virtual MAC: 000f-e2ff-0011
Virtual IP address:10.1.1.1/24

Virtual MAC: 000f-e2ff-0012
Virtual IP address:10.1.1.1/24

ARP request
Target IP: 10.1.1.1/24

ARP reply
Target MAC: 000f-e2ff-0011 ARP request

Target IP: 10.1.1.1/24
ARP reply
Target MAC: 000f-e2ff-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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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开启 ARP 报文源 MAC 地址一致性检查功能； 

• 如果开启了 ARP Detection 功能，不能开启 ARP 报文有效性检查功能的源 MAC 地址检查模

式。 

关于“ARP 报文源 MAC 地址一致性检查”和“ARP Detection”功能的介绍，请参见“安全使用

指导”中的“ARP 攻击防御”。 

1.3.2  虚拟转发器 

1. 虚拟转发器的创建 

虚拟 MAC 地址的分配，实现了不同主机将流量发送给备份组中不同的路由器。为了使备份组中的

路由器能够转发主机发送的流量，需要在路由器上创建虚拟转发器。每个虚拟转发器都对应备份组

的一个虚拟 MAC 地址，负责转发目的 MAC 地址为该虚拟 MAC 地址的流量。 

虚拟转发器的创建过程为： 

(1) 备份组中的路由器获取到 Master 路由器为其分配的虚拟 MAC 地址后，创建该 MAC 地址对应

的虚拟转发器，该路由器称为此虚拟 MAC 地址对应虚拟转发器的 VF Owner（Virtual 
Forwarder Owner，虚拟转发器拥有者）。 

(2) VF Owner 将虚拟转发器的信息通告给备份组内其它的路由器。 

(3) 备份组内的路由器接收到虚拟转发器信息后，在本地创建对应的虚拟转发器。 

由此可见，备份组中的路由器上不仅需要创建 Master 路由器为其分配的虚拟 MAC 地址对应的虚拟

转发器，还需要创建其它路由器通告的虚拟 MAC 地址对应的虚拟转发器。 

2. 虚拟转发器的权重和优先级 

虚拟转发器的权重标识了虚拟转发器的转发能力。权重值越高，虚拟转发器的转发能力越强。当权

重低于一定的值——失效下限时，虚拟转发器无法再为主机转发流量。 

虚拟转发器的优先级用来决定虚拟转发器的状态：不同路由器上同一个虚拟 MAC 地址对应的虚拟

转发器中，优先级 高的虚拟转发器处于 Active 状态，称为 AVF（Active Virtual Forwarder，动态

虚拟转发器），负责转发流量；其它虚拟转发器处于 Listening 状态，称为 LVF（Listening Virtual 
Forwarder，监听虚拟转发器），监听 AVF 的状态，不转发流量。虚拟转发器的优先级取值范围为 0～
255，其中，255 保留给 VF Owner 使用。如果 VF Owner 的权重高于或等于失效下限，则 VF Owner
的优先级为 高值 255。 

设备根据虚拟转发器的权重计算虚拟转发器的优先级： 

• 如果权重高于或等于失效下限，且设备为 VF Owner，则虚拟转发器的优先级为 高值 255； 

• 如果权重高于或等于失效下限，且设备不是 VF Owner，则虚拟转发器的优先级为权重/（本

地 AVF 的数目＋1）； 

• 如果权重低于失效下限，则虚拟转发器的优先级为 0。 

3. 虚拟转发器备份 

备份组中不同路由器上同一个虚拟 MAC 地址对应的虚拟转发器之间形成备份关系。当为主机转发

流量的虚拟转发器或其对应的路由器出现故障后，可以由其它路由器上备份的虚拟转发器接替其为

主机转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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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虚拟转发器 

 
 

图 1-8 举例说明了备份组中每台路由器上的虚拟转发器信息及其备份关系。Master路由器Router A
为自己、Router B和Router C分配的虚拟MAC地址分别为 000f-e2ff-0011、000f-e2ff-0012 和

000f-e2ff-0013。这些虚拟MAC地址对应的虚拟转发器分别为VF 1、VF 2和VF 3。在Router A、Router 
B和Router C上都创建了这三个虚拟转发器，并形成备份关系。例如，Router A、Router B和Router 
C上的VF 1 互相备份： 

• Router A为 VF 1的VF Owner，Router A上VF 1的虚拟转发器优先级为 高值 255。因此，

Router A 上的 VF 1 作为 AVF，负责转发目的 MAC 地址为虚拟 MAC 地址 000f-e2ff-0011 的

流量。 

• Router B 和 Router C 上 VF 1 的虚拟转发器优先级为：权重 255/（本地 AVF 数目 1＋1）＝

127，低于 Router A 上 VF 1 的优先级。因此，Router B 和 Router C 上的 VF 1 作为 LVF，监

视 Router A 上 VF 1 的状态。 

• 当 Router A 上的 VF 1 出现故障时，将从 Router B 和 Router C 上的 VF 1 中选举出虚拟转发

器优先级 高的 LVF 作为 AVF，负责转发目的 MAC 地址为虚拟 MAC 地址 000f-e2ff-0011 的

流量。如果 LVF 的优先级相同，则 LVF 所在设备接口 MAC 地址大的成为 AVF。 

虚拟转发器始终工作在抢占模式。对于不同路由器上互相备份的 LVF 和 AVF，如果 LVF 接收到 AVF
发送的虚拟转发器信息中虚拟转发器优先级低于本地虚拟转发器假设变成 AVF 后的优先级，则 LVF
将会抢占成为 AVF。 

4. 虚拟转发器的定时器 

虚拟转发器的 AVF 出现故障后，接替其工作的新的 AVF 将为该 VF 创建 Redirect Timer 和 Timeout 
Timer 两个定时器。 

• Redirect Timer：VF 重定向定时器。该定时器超时前，Master 路由器还会采用该 VF 对应的

虚拟 MAC 地址应答主机的 ARP/ND 请求；该定时器超时后，Master 路由器不再采用该 VF
对应的虚拟 MAC地址应答主机的 ARP/ND请求。如果 VF Owner在 Redirect Timer超时前恢

复，则 VF Owner 可以迅速参与流量的负载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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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out Timer：VF 生存定时器，即 AVF 接替 VF Owner 工作的期限。该定时器超时前，备

份组中的路由器上都保留该 VF，AVF 负责转发目的 MAC 地址为该 VF 对应虚拟 MAC 地址的

报文；该定时器超时后，备份组中的路由器上都删除该 VF，不再转发目的 MAC 地址为该 VF
对应虚拟 MAC 地址的报文。 

5. 虚拟转发器监视功能 

AVF负责转发目的MAC地址为虚拟转发器MAC地址的流量，当AVF连接的上行链路出现故障时，

如果不能及时通知 LVF 接替其工作，局域网中以此虚拟转发器 MAC 地址为网关 MAC 地址的主机

将无法访问外部网络。 

虚拟转发器的监视功能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利用 NQA、BFD 等监测 AVF 连接的上行链路的状态，

并通过 Track 功能在虚拟转发器和 NQA/BFD 之间建立联动。当上行链路出现故障，Track 项的状

态变为 Negative，虚拟转发器的权重将降低指定的数额，以便虚拟转发器优先级更高的路由器抢占

成为 AVF，接替其转发流量。 

1.4  协议规范 

与 VRRP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3768：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 (VRRP) 

• RFC 5798：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 (VRRP) Version 3 for IPv4 and IPv6 

1.5  配置IPv4 VRRP 

1.5.1  IPv4 VRRP配置限制和指导 

• 在聚合组的成员端口上配置 VRRP 不生效。 

• 每台路由器都需要配置一致的功能，才能形成一个 VRRP 备份组。 

1.5.2  IPv4 VRRP配置任务简介 

IPv4 VRRP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IPv4 VRRP的工作模式 

(2) （可选）配置使用的IPv4 VRRP版本 

(3) 配置IPv4 VRRP备份组 

(4) （可选）配置IPv4 VRRP报文的相关属性 

(5) （可选）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功能 

本配置仅在 VRRP 负载均衡模式下生效。 

(6) （可选）配置IPv4 VRRPv3 版本的路由器发送VRRP报文的模式 

(7) （可选）配置IPv4 VRRP Master路由器定时发送免费ARP报文 

(8) （可选）配置IPv4 VRRP成员备份组关联管理备份组功能 

(9) （可选）开启告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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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配置IPv4 VRRP的工作模式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VRRP 的工作模式后，路由器上所有的 IPv4 VRRP 备份组都工作在指定的模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VRRP 工作模式。 

 配置 VRRP 工作在标准协议模式。 
undo vrrp mode 

 配置 VRRP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 
vrrp mode load-balance [ version-8 ] 

缺省情况下，VRRP 工作在标准协议模式。 

1.5.4  配置使用的IPv4 VRRP版本 

1. 功能简介 

IPv4 VRRP 既可以使用 VRRPv2 版本，也可以使用 VRRPv3 版本。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接口上

IPv4 VRRP 使用的版本。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IPv4 VRRP备份组中的所有路由器上配置的 IPv4 VRRP版本必须一致，否则备份组无法正常工作。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使用的 VRRP 版本。 
vrrp version version-number 

缺省情况下，IPv4 VRRP 使用 VRRPv3 版本。 

1.5.5  配置IPv4 VRRP备份组 

1. 功能简介 

只有创建备份组，并为备份组配置虚拟 IP 地址后，备份组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接口连接多个子网，

则可以为一个备份组配置多个虚拟 IP 地址，以便实现不同子网中路由器的备份。 

关闭 VRRP 备份组功能通常用于暂时禁用备份组，但还需要再次开启该备份组的场景。关闭备份组

后，该备份组的状态为 Initialize，并且该备份组所有已存在的配置保持不变。在关闭状态下还可以

对备份进行配置。备份组再次被开启后，基于 新的配置，从 Initialize 状态重新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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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限制项 说明 

大备份组及虚拟IP地址数目 
负载均衡模式下，设备支持备份组 大数量为MaxVRNum/N，其中

MaxVRNum为标准协议模式下支持配置备份组的 大数量，N为VRRP备
份组内设备数量 

备份组的虚拟IP地址 

VRRP工作在标准协议模式时，备份组的虚拟IP地址可以是备份组所在网段

中未被分配的IP地址，也可以和备份组内的某个路由器的接口IP地址相同

VRRP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时，备份组的虚拟IP地址可以是备份组所在网段

中未被分配的IP地址，但不能与VRRP备份组中路由器的接口IP地址相同，

即负载均衡模式的VRRP备份组中不能存在IP地址拥有者 

如果没有为备份组配置虚拟IP地址，但为备份组进行了其它配置（如优先

级、抢占方式等），则该备份组会存在于设备上，并处于Inactive状态，此

时备份组不起作用 

建议将备份组的虚拟IP地址和备份组中设备下行接口的IP地址配置为同一

网段，否则可能导致局域网内的主机无法访问外部网络 

IP地址拥有者 

路由器作为IP地址拥有者时，建议不要采用接口的IP地址（即备份组的虚

拟IP地址）与相邻的路由器建立OSPF邻居关系，即不要通过network命
令在该接口上开启OSPF。network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

-IP路由命令参考”中的“OSPF” 

删除IP地址拥有者上的VRRP备份组，将导致地址冲突。建议先修改配置了

备份组的接口的IP地址，再删除该接口上的VRRP备份组，以避免地址冲突

IP地址拥有者的优先级始终为255，无需用户配置；IP地址拥有者始终工作

在抢占方式 

路由器在某个备份组中作为IP地址拥有者时，如果在该路由器上执行vrrp 
vrid track priority reduced或vrrp vrid track switchover
命令来配置该备份组监视指定的Track项，则该配置不会生效。该路由器不

再作为IP地址拥有者后，监视指定的Track项功能的配置才会生效 

VRRP关联Track项状态 
被监视Track项的状态由Negative变为Positive或Notready后，对应的路由

器优先级会自动恢复或故障恢复后的原Master路由器会重新抢占为Master
状态 

 

3. 创建备份组，并配置备份组的虚拟IP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创建备份组，并配置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virtual-ip virtual-address 

4. 配置备份组的相关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路由器在备份组中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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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priority priority-value 

缺省情况下，路由器在备份组中的优先级为 100。 

(4) 配置备份组中的路由器工作在抢占方式，并配置抢占延迟时间。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preempt-mode [ delay delay-value ] 

缺省情况下，备份组中的路由器工作在抢占方式，抢占延迟时间为 0 厘秒。 

(5) 配置监视指定的 Track 项。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forwarder-switchover member-ip ip-address | priority reduced 
[ priority-reduced ] | switchover | weight reduced [ weight-reduced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被监视的 Track 项。 

5. 关闭备份组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关闭 VRRP 备份组。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shutdown 

1.5.6  配置IPv4 VRRP报文的相关属性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一个接口上的不同备份组可以设置不同的认证方式和认证字；加入同一备份组的路由器需要

设置相同的认证方式和认证字。 

• 使用 VRRPv3 时，认证方式和认证字的相关配置不会生效。 

• 使用 VRRPv2 时，备份组中的所有路由器必须配置相同的 VRRP 通告报文发送间隔。 

• 使用 VRRPv3 时，备份组中的路由器上配置的 VRRP 通告报文发送间隔可以不同。Master
路由器根据自身配置的报文发送间隔定时发送通告报文，并在通告报文中携带 Master 路由器

上配置的发送间隔；Backup 路由器接收到 Master 路由器发送的通告报文后，记录报文中携

带的 Master 路由器通告报文发送间隔，如果在 3×发送间隔＋Skew_Time 内未收到 Master
路由器发送的 VRRP 通告报文，则认为 Master 路由器出现故障，重新选举 Master 路由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备份组发送和接收 VRRP 报文的认证方式和认证字。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authentication-mode { md5 | simple } { cipher 
| plain } string 

缺省情况下，不进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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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备份组中 Master 路由器发送 VRRP 通告报文的发送间隔。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timer advertise adver-interval 

缺省情况下，备份组中 Master 路由器发送 VRRP 通告报文的发送间隔为 100 厘秒。 

建议配置 VRRP 通告报文的发送间隔大于 100 厘秒，否则会对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5) 为 VRRP 备份组指定源接口，该源接口用来代替 IPv4 VRRP 备份组所在接口进行该备份组

VRRP 报文的收发。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source-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备份组的源接口，VRRP 报文通过 VRRP 备份组所在接口进行收发。 

(6) 启动对 VRRP 报文 TTL 域的检查。 
vrrp check-ttl enable 

缺省情况下，检查 VRRP 报文的 TTL 域。 

(7)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8) 配置 VRR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vrrp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VRR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48。 

DSCP 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 

1.5.7  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 VRRP 标准协议模式和负载均衡模式下均可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功能，但只有在 VRRP 负载均

衡模式下虚拟转发器监视功能才会起作用。 

VRRP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时，如果通过 Track 功能在虚拟转发器和 NQA/BFD 之间建立联动，当

Track 项的状态变为 Negative 时，路由器上所有虚拟转发器的权重都将降低指定的数额；被监视的

Track 项的状态由 Negative 变为 Positive 或 Notready 后，路由器中所有虚拟转发器的权重会自动

恢复。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缺省情况下，虚拟转发器的权重为 255，虚拟转发器的失效下限为 10。 

• 由于 VF Owner 的权重高于或等于失效下限时，它的优先级始终为 255，不会根据虚拟转发器

的权重改变。当监视的上行链路出现故障时，配置的权重降低数额需保证 VF Owner 的权重低

于失效下限，即权重降低的数额大于 245，其它的虚拟转发器才能接替 VF Owner 成为 AVF。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指定的 Track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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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forwarder-switchover member-ip ip-address | priority reduced 
[ priority-reduced ] | switchover | weight reduced [ weight-reduced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虚拟转发器监视的 Track 项。 

1.5.8  配置IPv4 VRRPv3 版本的路由器发送VRRP报文的模式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VRRPv3 版本的路由器能够识别 VRRPv2 报文，而 VRRPv2 版本的路由器无法识别

VRRPv3报文。通过配置本功能，使VRRPv3版本的路由器能够发送VRRPv2报文，从而与VRRPv2
版本的路由器互相通信。该命令通常用于防止在网络中所有的路由器从 VRRPv2 版本升级成

VRRPv3版本的过程中，由于VRRPv2版本的路由器无法识别VRRPv3报文而造成存在多台Master
路由器的情况。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该命令只配置 VRRP 报文的发送模式。对于接收模式，VRRPv3 版本的路由器既识别 VRRPv2
的报文，也识别 VRRPv3 的报文，所以并不受该功能控制。 

• 配置了 VRRP 认证功能之后，如果发送的是 VRRPv2 报文，则会携带配置的认证信息。如果

发送的是 VRRPv3 报文，则不会携带配置的认证信息。 

• VRRPv3 发送版本号是 2 的 VRRP 报文时，报文中携带的 VRRP 通告报文发送时间间隔必须

是 100 厘秒的整数倍，可能与 vrrp vrid timer advertise 命令设置的时间间隔不同。

具体介绍请参见 vrrp vrid timer advertise 命令。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IPv4 VRRPv3 版本的路由器发送 VRRP 报文的模式。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vrrpv3-send-packet { v2-only | v2v3-both } 

缺省情况下，IPv4 VRRPv3 版本的路由器只发送 VRRPv3 版本的报文。 

1.5.9  配置IPv4 VRRP Master路由器定时发送免费ARP报文 

1. 功能简介 

配置本功能后，Master 路由器定时发送免费 ARP 报文用来保证下游设备的 MAC 地址表项能够定

时刷新。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该命令只在 VRRP 标准模式下生效。 

• 重复执行本命令修改免费 ARP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修改后的时间间隔在下一个发送时间间

隔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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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设备在同一时间发送大量免费 ARP 报文，当设备同时作为多个 VRRP 备份组的

Master 路由器时，在这些 VRRP 备份组中 Master 路由器会在执行本命令后的 interval/2
到 interval 时间内随机发送第一个免费 ARP 报文。 

• 如果设备上配置了大量的 VRRP 备份组，同时又配置了很小的免费 ARP 报文发送时间间隔，

那么免费 ARP 报文的实际发送时间间隔可能会远远高于用户配置的时间间隔。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Pv4 VRRP Master 路由器定时发送免费 ARP。 
vrrp send-gratuitous-arp [ interval interval ] 

缺省情况下，IPv4 VRRP Master 路由器不会定时发送免费 ARP 功能报文。 

1.5.10  配置IPv4 VRRP成员备份组关联管理备份组功能 

1. 功能简介 

设备上配置多个 VRRP 备份组承担流量转发时，因为每个 VRRP 备份组都需要单独维护自己的状

态机，所以会产生大量 VRRP 报文，对网络和 CPU 性能都造成大量负荷。通过将 VRRP 备份组分

为管理备份组和成员备份组，当成员备份组关联管理备份组后，成员备份组就不再发送 VRRP 通告

报文进行设备间的主备协商，其设备主备状态与管理备份组保持一致，从而大大减少了 VRRP 通告

报文对网络带宽和 CPU 处理性能的影响。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VRRP 管理备份组需要配置路由器在备份组中的优先级、抢占方式及监视功能等功能，保证

可以正常选举出 Master 设备，VRRP 成员备份组不需要配置上述功能。 

• 在 VRRP 标准协议模式和负载均衡模式下均可配置成员备份组关联管理备份组功能，但只有

在 VRRP 标准协议模式下配置才会起作用。 

• VRRP 备份组无法同时作为管理备份组和成员备份组。 

• 如果 VRRP 备份组所关联的管理备份组不存在，则该 VRRP 备份组始终处于 Inactive 状态。 

• 如果 VRRP 备份组在关联管理备份组前处于 Inactive 或 Initialize 状态，关联的管理备份组处

于除 Inactive 状态的其他状态，则关联之后该 VRRP 备份组状态保持不变。 

• 由于成员备份组不主动发送VRRP报文，可能导致下游设备上的MAC表项不正确，建议同时

配置 vrrp send-gratuitous-arp命令配置 IPv4 VRRP Master 路由器定时发送免费 ARP
报。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IPv4 VRRP 管理备份组。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nam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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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VRRP 管理备份组。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6) 配置 IPv4 VRRP 成员备份组关联管理备份组。 
vrrp vrid virtual-router-id follow 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v4 VRRP 成员备份组关联的管理备份组。 

1.5.11  开启告警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VRRP 的告警功能后，该模块会生成告警信息，用于报告该模块的重要事件。生成的告警信息

将发送到设备的 SNMP 模块，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告警信息输出的相

关属性。 

有关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VRRP 的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vrrp [ auth-failure | new-master ] 

缺省情况下，VRRP 的告警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5.12  IPv4 VRR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IPv4 VRRP 配置后的运行情况，通

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IPv4 VRRP 统计信息。 

表1-1 IPv4 VRR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Pv4 VRRP备份组的状态信息 display vrrp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rid virtual-router-id ] ] [ verbose ] 

显示IPv4 VRRP管理备份组及成员

备份组关联信息 
display vrrp binding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rid virtual-router-id ] | name name ] 

显示IPv4 VRRP备份组的统计信息 display vrr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rid virtual-router-id ] ] 

清除IPv4 VRRP备份组的统计信息 reset vrrp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rid virtual-router-i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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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配置IPv6 VRRP 

1.6.1  IPv6 VRRP配置限制和指导 

• 在聚合组的成员端口上配置 IPv6 VRRP 不生效。 

• 每台路由器都需要配置一致的功能，才能形成一个 IPv6 VRRP 备份组。 

1.6.2  IPv6 VRRP配置任务简介 

IPv6 VRRP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IPv6 VRRP的工作模式 

(2) 配置IPv6 VRRP备份组 

(3) （可选）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功能 

本配置仅在 VRRP 负载均衡模式下生效。 

(4) （可选）配置IPv6 VRRP报文的相关属性 

(5) （可选）配置IPv6 VRRP Master路由器定时发送ND报文 

(6) （可选）配置IPv6 VRRP成员备份组关联管理备份组功能 

1.6.3  配置IPv6 VRRP的工作模式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VRRP 的工作模式后，路由器上所有的 IPv6 VRRP 备份组都工作在该模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VRRP 工作模式。 

 配置 VRRP 工作在标准协议模式。 
undo vrrp ipv6 mode 

 配置 VRRP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 
vrrp ipv6 mode load-balance 

缺省情况下，VRRP 工作在标准协议模式。 

1.6.4  配置IPv6 VRRP备份组 

1. 功能简介 

只有创建备份组，并为备份组配置虚拟 IPv6 地址后，备份组才能正常工作。可以为一个备份组配

置多个虚拟 IPv6 地址。 

关闭 IPv6 VRRP 备份组功能通常用于暂时禁用备份组，但还需要再次开启该备份组的场景。关闭

备份组后，该备份组的状态为 Initialize，并且该备份组所有已存在的配置保持不变。在关闭状态下

还可以对备份进行配置。备份组再次被开启后，基于 新的配置，从 Initialize 状态重新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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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限制项 说明 

大备份组及虚拟IP地址数目 
负载均衡模式下设备支持备份组 大数量为MaxVRNum/N，其中

MaxVRNum为标准协议模式下支持配置备份组的 大数量，N为VRRP备
份组内设备数量 

备份组的虚拟IP地址 

VRRP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时，虚拟IPv6地址不能与VRRP备份组中路由器

的接口IPv6地址相同，即负载均衡模式的VRRP备份组中不能存在IP地址拥

有者 

如果没有为备份组配置虚拟IPv6地址，但是为备份组进行了其它配置（如

优先级、抢占方式等），则该备份组会存在于设备上，并处于Inactive状态，

此时备份组不起作用 

建议将备份组虚拟IPv6地址和备份组中设备下行接口的IPv6地址配置为同

一网段，否则可能导致局域网内的主机无法访问外部网络 

IP地址拥有者 

路由器作为IP地址拥有者时，建议不要采用接口的IPv6地址（即备份组的

虚拟IPv6地址）与相邻的路由器建立OSPFv3邻居关系，即不要通过

ospfv3 area命令在该接口上开启OSPF。ospfv3 area命令的详细介

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路由命令参考”中的“OSPFv3” 

删除IP地址拥有者上的VRRP备份组，将导致地址冲突。建议先修改IP地址

拥有者的接口IPv6地址，再删除该接口上的VRRP备份组，以避免地址冲

突 

IP地址拥有者的运行优先级始终为255，无需用户配置；IP地址拥有者始终

工作在抢占方式 

路由器在某个备份组中作为IP地址拥有者时，如果在该路由器上执行vrrp 
ipv6 vrid track priority reduced或vrrp ipv6 vrid track 
switchover命令，则该配置不会生效。该路由器不再作为IP地址拥有者

后，之前的配置才会生效 

路由器作为IP地址拥有者时，需要在配置VRRP功能的接口上配置ipv6 nd 
dad attempts 0命令关闭重复地址检测功能。ipv6 nd dad attempts 命
令的详细描述，请参见“三层技术-IP业务命令参考”中的“IPv6基础 

VRRP关联Track项状态 
被监视Track项的状态由Negative变为Positive或Notready后，对应的路由

器优先级会自动恢复或故障恢复后的原Master路由器会重新抢占为Master
状态 

 

3. 创建备份组，并配置备份组的虚拟IPv6 地址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创建备份组，并配置备份组的虚拟 IPv6 地址，该虚拟 IPv6 地址为链路本地地址。 
vrrp ipv6 vrid virtual-router-id virtual-ip virtual-address link-local 

备份组的第一个虚拟 IPv6 地址必须是链路本地地址，并且每个备份组只允许有一个链路本地

地址，该地址必须 后一个删除。 

4. 配置备份组的相关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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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备份组的虚拟 IPv6 地址，该虚拟 IPv6 地址为全球单播地址。 
vrrp ipv6 vrid virtual-router-id virtual-ip virtual-address 

缺省情况下，没有为备份组指定全球单播地址类型的虚拟 IPv6 地址。 

(4) 配置路由器在备份组中的优先级。 
vrrp ipv6 vrid virtual-router-id priority priority-value 

缺省情况下，路由器在备份组中的优先级为 100。 

(5) 配置备份组中的路由器工作在抢占方式，并配置抢占延迟时间。 
vrrp ipv6 vrid virtual-router-id preempt-mode [ delay delay-value ] 

缺省情况下，备份组中的路由器工作在抢占方式，抢占延迟时间为 0 厘秒。 

(6) 配置监视指定的 Track 项。 
vrrp ipv6 vrid virtual-router-id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forwarder-switchover member-ip ipv6-address | priority reduced 
[ priority-reduced ] | switchover | weight reduced [ weight-reduced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被监视的 Track 项。 

5. 关闭备份组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关闭 IPv6 VRRP 备份组。 
vrrp ipv6 vrid virtual-router-id shutdown 

缺省情况下，IPv6 VRRP 备份组处于开启状态。 

1.6.5  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 VRRP 标准协议模式和负载均衡模式均可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功能，但只有在 VRRP 负载均衡

模式下虚拟转发器监视功能才会起作用。 

VRRP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时，如果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 Track 项，则当 Track 项状态为 Negative
时，路由器上所有虚拟转发器的权重都将降低指定的数额；被监视的 Track 项状态由 Negative 变为

Positive 或 Notready 后，路由器中所有虚拟转发器的权重会自动恢复。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缺省情况下，虚拟转发器的权重为 255；虚拟转发器的失效下限为 10。 

• 由于 VF Owner 的权重高于或等于失效下限时，它的优先级始终为 255，不会根据虚拟转发器

的权重改变.当监视的上行链路出现故障时，配置的权重降低数额需保证 VF Owner 的权重低

于失效下限，即权重降低的数额大于 245，其它的虚拟转发器才能接替 VF Owner 成为 A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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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指定的 Track 项。 
vrrp ipv6 vrid virtual-router-id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forwarder-switchover member-ip ipv6-address | priority reduced 
[ priority-reduced ] | switchover | weight reduced [ weight-reduced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虚拟转发器监视的 Track 项。 

1.6.6  配置IPv6 VRRP报文的相关属性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IPv6 VRRP 备份组中的路由器上配置的 VRRP 通告报文发送间隔可以不同。Master 路由器根

据自身配置的报文发送间隔定时发送通告报文，并在通告报文中携带 Master 路由器上配置的

发送间隔；Backup 路由器接收到 Master 路由器发送的通告报文后，记录报文中携带的 Master
通告报文发送间隔，如果在 3×发送间隔＋Skew_Time 内未收到 Master 路由器发送的 VRRP
通告报文，则认为 Master 路由器出现故障，重新选举 Master 路由器。 

• 网络流量过大可能会导致 Backup 路由器在指定时间内未收到 Master 路由器的 VRRP 通告报

文，而发生状态转换。可以通过将 VRRP 通告报文的发送间隔延长的办法来解决该问题。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备份组中 Master 路由器发送 VRRP 通告报文的发送间隔。 
vrrp ipv6 vrid virtual-router-id timer advertise adver-interval 

缺省情况下，备份组中 Master 路由器发送 VRRP 通告报文的发送间隔为 100 厘秒。 

建议配置 VRRP 通告报文的发送间隔大于 100 厘秒，否则会对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配置 IPv6 VRR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vrrp ipv6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IPv6 VRR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56。 

DSCP 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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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配置IPv6 VRRP Master路由器定时发送ND报文 

1. 功能简介 

开启本功能后，Master路由器定时发送ND报文用来保证下游设备的MAC地址表项能够定时刷新。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该命令只在 VRRP 标准模式下生效。 

• 重复执行本命令修改 ND 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修改后的时间间隔在下一个发送时间间隔生效。 

• 为了防止设备在同一时间发送大量 ND 报文，当设备同时作为多个 IPv6 VRRP 备份组的

Master 路由器时，在这些 IPv6 VRRP 备份组中 Master 路由器会在执行本命令后的

interval/2 到 interval 时间内随机发送第一个 ND 报文。 

• 如果设备上配置了大量的 IPv6 VRRP 备份组，同时又配置了很小的 ND 报文发送时间间隔，

那么 ND 报文的实际发送时间间隔可能会远远高于用户配置的时间间隔。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Pv6 VRRP Master 路由器定时发送 ND 报文。 
vrrp ipv6 send-nd [ interval interval ] 

缺省情况下，IPv6 VRRP Master 路由器不会定时发送 ND 报文。 

1.6.8  配置IPv6 VRRP成员备份组关联管理备份组功能 

1. 功能简介 

设备上配置多个 IPv6 VRRP 备份组承担流量转发时，因为每个 IPv6 VRRP 备份组都需要单独维护

自己的状态机，所以会产生大量 IPv6 VRRP 通告报文，对网络和 CPU 性能都造成大量负荷。通过

将 IPv6 VRRP 备份组分为管理备份组和成员备份组，当成员备份组关联管理备份组后，成员备份

组就不再发送 IPv6 VRRP 通告报文进行设备间的主备协商，其设备主备状态与管理备份组保持一

致，从而大大减少了 IPv6 VRRP 通告报文对网络带宽和 CPU 处理性能的影响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IPv6 VRRP 管理备份组需要配置路由器在备份组中的优先级、抢占方式及监视功能等功能，

保证可以正常选举出 Master 设备，IPv6 VRRP 成员备份组不需要配置上述功能。 

• 在 IPv6 VRRP 标准协议模式和负载均衡模式下均可配置成员备份组关联管理备份组功能，但

只有在 IPv6 VRRP 标准协议模式下配置才会起作用。 

• IPv6 VRRP 备份组无法同时作为管理备份组和成员备份组。 

• 如果 IPv6 VRRP 备份组所关联的管理备份组不存在，则该 IPv6 VRRP 备份组始终处于

Inactive 状态。 

• 如果 IPv6 VRRP 备份组在关联管理备份组前处于 Inactive 或 Initialize 状态，关联的管理备份

组处于除 Inactive 状态的其他状态，则关联之后该 IPv6 VRRP 备份组状态保持不变。 

• 由于成员备份组不主动发送 IPv6 VRRP 通告报文，可能导致下游设备上的 MAC 表项不正确，

建议同时配置 vrrp ipv6 send-nd命令开启 IPv6 VRRP Master路由器定时发送 ND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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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IPv6 VRRP 管理备份组。 
vrrp ipv6 vrid virtual-router-id name 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v6 VRRP 管理备份组。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6) 配置 IPv6 VRRP 成员备份组关联 IPv6 VRRP 管理备份组。 
vrrp ipv6 vrid virtual-router-id follow 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Pv6 VRRP 成员备份组关联 IPv6 VRRP 管理备份组。 

1.6.9  IPv6 VRR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 IPv6 VRRP 配置后的运行情况，通

过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IPv6 VRRP 统计信息。 

表1-2 IPv6 VRR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IPv6 VRRP备份组的状态信息 display vrrp ipv6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rid virtual-router-id ] ] [ verbose ]

显示IPv6 VRRP管理备份组及成员

备份组关联信息 
display vrrp ipv6 binding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rid virtual-router-id ] | name name ]

显示IPv6 VRRP备份组的统计信息 display vrrp ipv6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rid virtual-router-id ] ] 

清除IPv6 VRRP备份组的统计信息 reset vrrp ipv6 statistics [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rid virtual-router-id ] ] 

 

1.7  IPv4 VRRP典型配置举例 

1.7.1  VRRP单备份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Host A 需要访问 Internet 上的 Host B，Host A 的缺省网关为 10.1.1.111/24； 

• 当 Switch A 正常工作时，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A 转发；当 Switch A 出现

故障时，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B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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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9 VRRP 单备份组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2。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2 

[SwitchA-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A-vlan2]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0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11。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0.1.1.111 

# 设置 Switch A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先级为 110，高于 Switch B 的优先级 100，以保证 Switch A 成

为 Master 负责转发流量。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10 

# 设置 Switch A 工作在抢占方式，以保证 Switch A 故障恢复后，能再次抢占成为 Master，即只要

Switch A 正常工作，就由 Switch A 负责转发流量。为了避免频繁地进行状态切换，配置抢占延迟时

间为 5000 厘秒。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B-vlan2]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0.1.1.2 255.255.255.0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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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0.1.1.111 

# 设置 Switch B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先级为 100。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00 

# 设置 Switch B 工作在抢占方式，抢占延迟时间为 5000 厘秒。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在 Host A 上可以 ping 通 Host B。通过 display vrrp verbose 命令查看配置后

的结果。 

# 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11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0.1.1.1 

#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401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11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0.1.1.1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在备份组 1 中 Switch A 为 Master，Switch B 为 Backup，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A 转发。 

Switch A 出现故障后，在 Host A 上仍然可以 ping 通 Host B。通过 display vrrp verbose 命

令查看 Switch B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 Switch A 出现故障后，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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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11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0.1.1.2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A 出现故障后，Switch B 成为 Master，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B 转发。 

# Switch A 故障恢复后，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11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0.1.1.1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A 故障恢复后，Switch A 会抢占成为 Master，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

文仍然通过 Switch A 转发。 

1.7.2  多个VLAN中的VRRP备份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VLAN 2 内主机的缺省网关为 10.1.1.100/25；VLAN 3 内主机的缺省网关为 10.1.1.200/25； 

• Switch A 和 Switch B 同时属于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00/25 的备份组 1 和虚拟 IP 地址为

10.1.1.200/25 的备份组 2； 

• 在备份组 1中 Switch A的优先级高于 Switch B，在备份组 2中 Switch B的优先级高于 Switch 
A，从而保证 VLAN 2 和 VLAN 3 内的主机分别通过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信，当 Switch A
或 Switch B 出现故障时，主机可以通过另一台设备继续通信，避免通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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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0 多个 VLAN 中的 VRRP 备份组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 2。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2 

[SwitchA-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A-vlan2]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0.1.1.1 255.255.255.128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00。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0.1.1.100 

# 设置 Switch A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先级为 110，高于 Switch B 的优先级 100，以保证在备份组 1
中 Switch A 成为 Master 负责转发流量。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10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VLAN 3。 
[SwitchA] vlan 3 

[SwitchA-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6 

[SwitchA-vlan3]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A-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0.1.1.130 255.255.255.128 

# 创建备份组 2，并配置备份组 2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200。 
[SwitchA-Vlan-interface3] vrrp vrid 2 virtual-ip 10.1.1.200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 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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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vlan2]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0.1.1.2 255.255.255.128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00。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0.1.1.100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VLAN 3。 
[SwitchB] vlan 3 

[SwitchB-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6 

[SwitchB-vlan3]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B-Vlan-interface3] ip address 10.1.1.131 255.255.255.128 

# 创建备份组 2，并配置备份组 2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200。 
[SwitchB-Vlan-interface3] vrrp vrid 2 virtual-ip 10.1.1.200 

# 设置 Switch B 在备份组 2 中的优先级为 110，高于 Switch A 的优先级 100，以保证在备份组 2
中 Switch B 成为 Master 负责转发流量。 
[SwitchB-Vlan-interface3] vrrp vrid 2 priority 110 

4. 验证配置 

可以通过 display vrrp verbose 命令查看配置后的结果。 

# 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3]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0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0.1.1.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3 

     VRID             : 2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Become Master    : 203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20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2 

     Master IP        : 10.1.1.131 

#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3] display vrrp ver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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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Become Master    : 211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0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0.1.1.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3 

     VRID             : 2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20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2 

     Master IP        : 10.1.1.131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在备份组1中Switch A为Master，Switch B为Backup，缺省网关为10.1.1.100/25
的主机通过 Switch A 访问 Internet；备份组 2 中 Switch A 为 Backup，Switch B 为 Master，缺省网

关为 10.1.1.200/25 的主机通过 Switch B 访问 Internet。 

1.7.3  VRRP负载均衡模式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属于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24 的备份组 1； 

• 10.1.1.0/24 网段内主机的缺省网关为 10.1.1.1/24，利用 VRRP 备份组保证某台网关设备

（Switch A、Switch B 或 Switch C）出现故障时，局域网内的主机仍然可以通过网关访问外

部网络； 

• 备份组 1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通过一个备份组实现负载分担，充分利用网关资源； 

• 在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上分别配置虚拟转发器通过 Track 项监视上行接口（VLAN
接口 3）的状态。当上行接口出现故障时，降低 Switch A、Switch B 或 Switch C 上虚拟转发

器的权重，以便其它设备接管它的转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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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1 VRRP 负载均衡模式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 2。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2 

[SwitchA-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A-vlan2] quit 

# 配置 VRRP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 
[SwitchA] vrrp mode load-balance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0.1.1.2 24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0.1.1.1 

# 配置 Switch A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先级为 120，高于 Switch B 的优先级 110 和 Switch C 的优先级

100，以保证 Switch A 成为 Master。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20 

# 配置 Switch A 工作在抢占方式，以保证 Switch A 故障恢复后，能再次抢占成为 Master，即只要

Switch A 正常工作，Switch A 就会成为 Master。为了避免频繁地进行状态切换，配置抢占延迟时间

为 5000 厘秒。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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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和 VLAN 接口 3 物理状态关联的 Track 项 1。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则说明 Switch 
A 的上行接口出现故障。 
[SwitchA] track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 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 Track 项 1。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 时，降低 Switch A 上虚拟转发器的

权重，使其低于失效下限 10，即权重降低的数额大于 245，以便其它设备接替 Switch A 的转发任

务。本例中，配置虚拟转发器权重降低数额为 250。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rack 1 weight reduced 250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 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B-vlan2] quit 

# 配置 VRRP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 
[SwitchB] vrrp mode load-balance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0.1.1.3 24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0.1.1.1 

# 配置 Swtich B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先级为 110，高于 Switch C 的优先级，以保证 Switch A 出现故

障时，Switch B 成为 Master。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10 

# 配置 Switch B 工作在抢占方式，抢占延迟时间为 5000 厘秒。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 创建和 VLAN 接口 3 物理状态关联的 Track 项 1。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则说明 Switch 
B 的上行接口出现故障。 
[SwitchB] track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 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 Track 项 1。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 时，降低 Switch B 上虚拟转发器的

权重，使其低于失效下限 10，即权重降低的数额大于 245，以便其它设备接替 Switch B 的转发任

务。本例中，配置虚拟转发器权重降低数额为 250。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rack 1 weight reduced 250 

(3) 配置 Switch C 

# 配置 VLAN 2。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vlan 2 

[SwitchC-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C-vlan2] quit 

# 配置 VRRP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 
[SwitchC] vrrp mode load-balance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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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Vlan-interface2] ip address 10.1.1.4 24 

[SwitchC-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0.1.1.1 

# 配置 Switch C 工作在抢占方式，抢占延迟时间为 5000 厘秒。 
[SwitchC-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SwitchC-Vlan-interface2] quit 

# 创建和 VLAN 接口 3 物理状态关联的 Track 项 1。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则说明 Switch 
C 的上行接口出现故障。 
[SwitchC] track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 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 Track 项 1。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 时，降低 Switch C 上虚拟转发器的

权重，使其低于失效下限 10，即权重降低的数额大于 245，以便其它设备接替 Switch C 的转发任

务。本例中，配置虚拟转发器权重降低数额为 250。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C-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rack 1 weight reduced 250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在 Host A 上可以 ping 通外网。通过 display vrrp verbose 命令查看配置后的结

果。 

# 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20                  Running Pri  : 12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 

     Member IP List   : 10.1.1.2 (Local, Master) 

                        10.1.1.3 (Backup) 

                        10.1.1.4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3 Forwarders 1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1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1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1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02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2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127 

     Active         : 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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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warder 03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3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127 

     Active         : 10.1.1.4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410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 

     Member IP List   : 10.1.1.3 (Local, Backup) 

                        10.1.1.2 (Master) 

                        10.1.1.4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3 Forwarders 1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1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1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1 

     Priority       : 127 

     Active         : 10.1.1.2 

    Forwarder 02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2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03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3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127 

     Active         : 10.1.1.4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 显示 Switch C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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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401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 

     Member IP List   : 10.1.1.4 (Local, Backup) 

                        10.1.1.2 (Master) 

                        10.1.1.3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3 Forwarders 1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1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1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1 

     Priority       : 127 

     Active         : 10.1.1.2 

    Forwarder 02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2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127 

     Active         : 10.1.1.3 

    Forwarder 03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3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在备份组 1 中 Switch A 为 Master，Switch B 和 Switch C 为 Backup。Switch A、
Switch B 和 Switch C 上各自存在一个 AVF，并存在作为备份的两个 LVF。 

# 当 Switch A 的上行接口（VLAN 接口 3）出现故障后，通过 display vrrp verbose 命令查看

Switch A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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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20                  Running Pri  : 12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 

     Member IP List   : 10.1.1.2 (Local, Master) 

                        10.1.1.3 (Backup) 

                        10.1.1.4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3 Forwarders 0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5 

    Forwarder 01 

     State          : Initialize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1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1 

     Priority       : 0 

     Active         : 10.1.1.4 

    Forwarder 02 

     State          : Initialize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2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0 

     Active         : 10.1.1.3 

    Forwarder 03 

     State          : Initialize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3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0 

     Active         : 10.1.1.4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Nega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 通过 display vrrp verbose 命令查看 Switch C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C-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401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 

     Member IP List   : 10.1.1.4 (Local, Backup) 

                        10.1.1.2 (Master) 

                        10.1.1.3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3 Forwarders 2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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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1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1 (Take Over) 

     Owner ID       : 0000-5e01-1101 

     Priority       : 8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02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2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85 

     Active         : 10.1.1.3 

    Forwarder 03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3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A 的上行接口出现故障后，Switch A 上虚拟转发器的权重降低为 5，低于

失效下限。Switch A 上所有虚拟转发器的状态均变为 Initialize，不能再用于转发。Switch C 成为虚

拟 MAC 地址 000f-e2ff-0011 对应虚拟转发器的 AVF，接管 Switch A 的转发任务。 

# Timeout Timer 超时后（约 1800 秒后），查看 Switch C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C-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402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 

     Member IP List   : 10.1.1.4 (Local, Backup) 

                        10.1.1.2 (Master) 

                        10.1.1.3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2 Forwarders 1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2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2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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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ority       : 127 

     Active         : 10.1.1.3 

    Forwarder 03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3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Timeout Timer超时后，删除虚拟 MAC地址 000f-e2ff-0011对应的虚拟转发器，

不再转发目的 MAC 地址为该 MAC 的报文。 

# Switch A 出现故障后，通过 display vrrp verbose 命令查看 Switch B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 

     Member IP List   : 10.1.1.3 (Local, Master) 

                        10.1.1.4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2 Forwarders 1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2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2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03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0013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127 

     Active         : 10.1.1.4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A 出现故障后，Switch B 的优先级高于 Switch C，将抢占成为 Master，
同时删除了虚拟 MAC 地址 000f-e2ff-0011 对应的虚拟转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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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Pv6 VRRP典型配置举例 

1.8.1  VRRP单备份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Host A 需要访问 Internet 上的 Host B；Host A 通过交换机发送的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

址为 1::10/64； 

• 当 Switch A 正常工作时，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A 转发；当 Switch A 出现

故障时，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B 转发。 

2. 组网图 

图1-12 VRRP 单备份组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 2。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2 

[SwitchA-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A-vlan2]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fe80::1 link-local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1::1 64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v6 地址为 FE80::10 和 1::10。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fe80::10 link-local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1::10 

# 配置 Switch A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先级为 110，高于 Switch B 的优先级 100，以保证 Switch A 成

为 Master 负责转发流量。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priority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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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Switch A 工作在抢占方式，以保证 Switch A 故障恢复后，能再次抢占成为 Master，即只要

Router A 正常工作，就由 Switch A 负责转发流量。为了避免频繁地进行状态切换，配置抢占延迟时

间为 5000 厘秒。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 配置允许发布 RA 消息，以便 Host A 通过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 
[SwitchA-Vlan-interface2] undo ipv6 nd ra halt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 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B-vlan2]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fe80::2 link-local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1::2 64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v6 地址为 FE80::10 和 1::10。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fe80::10 link-local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1::10 

# 配置 Switch B 工作在抢占方式，抢占延迟时间为 5000 厘秒。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 配置允许发布 RA 消息，以便 Host A 通过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 
[SwitchB-Vlan-interface2] undo ipv6 nd ra hal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在 Host A 上可以 ping 通 Host B。通过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命令查看

配置后的结果。 

# 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201 

     Master IP        : FE80::1 

#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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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403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201 

     Master IP        : FE80::1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在备份组 1 中 Switch A 为 Master，Switch B 为 Backup，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A 转发。 

Switch A 出现故障后，在 Host A 上仍然可以 ping 通 Host B。通过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命令查看 Switch B 上备份组的信息。 

# Switch A 出现故障后，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201 

     Master IP        : FE80::2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A 出现故障后，Switch B 成为 Master，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B 转发。 

# Switch A 故障恢复后，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201 

     Master IP        : FE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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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A 故障恢复后，Switch A 会抢占成为 Master，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

文仍然通过 Switch A 转发。 

1.8.2  多个VLAN中的VRRP备份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 和 Switch B 同时属于虚拟 IPv6 地址为 1::10/64、FE80::10 的备份组 1 和虚拟 IPv6
地址为 2::10/64、FE90::10 的备份组 2； 

• VLAN 2 内主机通过交换机发送的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为 1::10/64；VLAN 3 内主机

通过路由器发送的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为 2::10/64； 

• 在备份组 1中 Switch A的优先级高于 Switch B，在备份组 2中 Switch B的优先级高于 Switch 
A，从而保证 VLAN 2 和 VLAN 3 内的主机分别通过 Switch A 和 Switch B 通信，当 Switch A
或 Switch B 出现故障时，主机可以通过另一台设备继续通信，避免通信中断。 

2. 组网图 

图1-13 多个 VLAN 中的 VRRP 备份组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 2。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2 

[SwitchA-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A-vlan2]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fe80::1 link-local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1::1 64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v6 地址为 FE80::10 和 1::10。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fe80::10 link-local 

Switch A

Switch B

Virtual IPv6 address 1: 
FE80::10
1::10/64

Virtual IPv6 address 2: 
FE90::10
2::10/64

GE1/0/5
Vlan-int2
FE80::1
1::1/64

GE1/0/5
Vlan-int2
FE80::2
1::2/64

Internet

VLAN 2

  Gateway: 1::10/64

VLAN 3

  Gateway: 2::10/64

GE1/0/6
Vlan-int3
FE90::1
2::1/64

GE1/0/6
Vlan-int3
FE90::2
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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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1::10 

# 设置 Switch A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先级为 110，高于 Switch B 的优先级 100，以保证在备份组 1
中 Switch A 成为 Master 负责转发流量。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priority 110 

# 配置允许发布 RA 消息，以便 VLAN 2 内主机通过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 
[SwitchA-Vlan-interface2] undo ipv6 nd ra halt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VLAN 3。 
[SwitchA] vlan 3 

[SwitchA-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6 

[SwitchA-vlan3] quit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A-Vlan-interface3] ipv6 address fe90::1 link-local 

[SwitchA-Vlan-interface3] ipv6 address 2::1 64 

# 创建备份组 2，并配置备份组 2 的虚拟 IPv6 地址为 FE90::10 和 2::10。 
[SwitchA-Vlan-interface3] vrrp ipv6 vrid 2 virtual-ip fe90::10 link-local 

[SwitchA-Vlan-interface3] vrrp ipv6 vrid 2 virtual-ip 2::10 

# 配置允许发布 RA 消息，以便 VLAN 3 内主机通过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 
[SwitchA-Vlan-interface3] undo ipv6 nd ra halt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 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B-vlan2]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fe80::2 link-local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1::2 64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v6 地址为 FE80::10 和 1::10。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fe80::10 link-local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1::10 

# 配置允许发布 RA 消息，以便 VLAN 2 内主机通过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 
[SwitchB-Vlan-interface2] undo ipv6 nd ra halt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 配置 VLAN 3。 
[SwitchB] vlan 3 

[SwitchB-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6 

[SwitchB-vlan3]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B-Vlan-interface3] ipv6 address fe90::2 link-local 

[SwitchB-Vlan-interface3] ipv6 address 2::2 64 

# 创建备份组 2，并配置备份组 2 的虚拟 IPv6 地址为 FE90::10 和 2::10。 
[SwitchB-Vlan-interface3] vrrp ipv6 vrid 2 virtual-ip fe90::10 link-local 

[SwitchB-Vlan-interface3] vrrp ipv6 vrid 2 virtual-ip 2::10 

# 设置 Switch B 在备份组 2 中的优先级为 110，高于 Switch A 的优先级 100，以保证在备份组 2
中 Switch B 成为 Master 负责转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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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Vlan-interface3] vrrp ipv6 vrid 2 priority 110 

# 配置允许发布 RA 消息，以便 VLAN 3 内主机通过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 
[SwitchB-Vlan-interface3] undo ipv6 nd ra halt 

4. 验证配置 

可以通过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命令查看配置后的结果。 

# 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3]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201 

     Master IP        : FE80::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3 

     VRID             : 2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Become Master    : 402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90::10 

                        2::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202 

     Master IP        : FE90::2 

#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3]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Become Master    : 401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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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 IP        : FE80::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3 

     VRID             : 2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90::10 

                        2::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202 

     Master IP        : FE90::2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在备份组 1 中 Switch A 为 Master，Switch B 为 Backup，缺省网关为 1::10/64
的主机通过 Switch A 访问 Internet；备份组 2 中 Switch A 为 Backup，Switch B 为 Master，缺省网

关为 2::10/64 的主机通过 Switch B 访问 Internet。 

1.8.3  VRRP负载均衡模式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属于虚拟 IPv6 地址为 FE80::10 和 1::10 的备份组 1； 

• 1::/64 网段内主机通过交换机发送的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为 1::10，利用 VRRP 备份

组保证某台网关设备（Switch A、Switch B 或 Switch C）出现故障时，局域网内的主机仍然

可以通过网关访问外部网络； 

• 备份组 1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通过一个备份组实现负载分担，充分利用网关资源； 

• 在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上分别配置虚拟转发器通过 Track 项监视上行接口（VLAN
接口 3）的状态。当上行接口出现故障时，降低 Switch A、Switch B 或 Switch C 上虚拟转发

器的权重，以便其它设备接管它的转发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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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4 VRRP 负载均衡模式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Switch A 

# 配置 VLAN 2。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vlan 2 

[SwitchA-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A-vlan2] quit 

# 配置 VRRP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 
[SwitchA] vrrp ipv6 mode load-balance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FE80::10 和 1::10。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fe80::1 link-local 

[SwitchA-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1::1 64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fe80::10 link-local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1::10 

# 配置 Switch A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先级为 120，高于 Switch B 的优先级 110 和 Switch C 的优先级

100，以保证 Switch A 成为 Master。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priority 120 

# 配置 Switch A 工作在抢占方式，以保证 Switch A 故障恢复后，能再次抢占成为 Master，即只要

Switch A 正常工作，Switch A 就会成为 Master。为了避免频繁地进行状态切换，配置抢占延迟时间

为 5000 厘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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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 配置允许发布 RA 消息，以便 1::/64 网段内主机通过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 
[SwitchA-Vlan-interface2] undo ipv6 nd ra halt 

[SwitchA-Vlan-interface2] quit 

# 创建和 VLAN 接口 3 物理状态关联的 Track 项 1。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则说明 Switch 
A 的上行接口出现故障。 
[SwitchA] track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 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 Track 项 1。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 时，降低 Switch A 上虚拟转发器的

权重，使其低于失效下限 10，即权重降低的数额大于 245，以便其它设备接替 Switch A 的转发任

务。本例中，配置虚拟转发器权重降低数额为 250。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track 1 weight reduced 250 

(2) 配置 Switch B 

# 配置 VLAN 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vlan 2 

[SwitchB-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B-vlan2] quit 

# 配置 VRRP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 
[SwitchB] vrrp ipv6 mode load-balance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FE80::10 和 1::10。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fe80::2 link-local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1::2 64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fe80::10 link-local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1::10 

# 配置 Swtich B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先级为 110，高于 Switch C 的优先级 100，以保证 Switch A 出

现故障时，Switch B 成为 Master。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priority 110 

# 配置 Switch B 工作在抢占方式，抢占延迟时间为 5000 厘秒。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 配置允许发布 RA 消息，以便 1::/64 网段内主机通过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 
[SwitchB-Vlan-interface2] undo ipv6 nd ra halt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 创建和 VLAN 接口 3 物理状态关联的 Track 项 1。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则说明 Switch 
B 的上行接口出现故障。 
[SwitchB] track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 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 Track 项 1。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 时，降低 Switch B 上虚拟转发器的

权重，使其低于失效下限 10，即权重降低的数额大于 245，以便其它设备接替 Switch B 的转发任

务。本例中，配置虚拟转发器权重降低数额为 250。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track 1 weight reduced 250 

(3) 配置 Switch C 

# 配置 V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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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vlan 2 

[SwitchC-vlan2] 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SwitchC-vlan2] quit 

# 配置 VRRP 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 
[SwitchC] vrrp ipv6 mode load-balance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FE80::10 和 1::10。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C-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fe80::3 link-local 

[SwitchC-Vlan-interface2] ipv6 address 1::3 64 

[SwitchC-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fe80::10 link-local 

[SwitchC-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virtual-ip 1::10 

# 配置 Switch C 工作在抢占方式，抢占延迟时间为 5000 厘秒。 
[SwitchC-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 配置允许发布 RA 消息，以便 1::/64 网段内主机通过 RA 消息学习到缺省网关地址。 
[SwitchC-Vlan-interface2] undo ipv6 nd ra halt 

[SwitchC-Vlan-interface2] quit 

# 创建和 VLAN 接口 3 物理状态关联的 Track 项 1。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则说明 Switch 
C 的上行接口出现故障。 
[SwitchC] track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 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 Track 项 1。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 时，降低 Switch C 上虚拟转发器的

权重，使其低于失效下限 10，即权重降低的数额大于 245，以便其它设备接替 Switch C 的转发任

务。本例中，配置虚拟转发器权重降低数额为 250。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C-Vlan-interface2] vrrp ipv6 vrid 1 track 1 weight reduced 250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在 Host A 上可以 ping 通外网。通过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命令查看配置

后的结果。 

# 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20                  Running Pri  : 12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Member IP List   : FE80::1 (Local, Master) 

                        FE80::2 (Backup) 

                        FE80::3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3 Forwarders 1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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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1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1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1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02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2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127 

     Active         : FE80::2 

    Forwarder 03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3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127 

     Active         : FE80::3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401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Member IP List   : FE80::2 (Local, Backup) 

                        FE80::1 (Master) 

                        FE80::3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3 Forwarders 1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1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1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1 

     Priority       : 127 

     Active         : FE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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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warder 02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2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03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3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127 

     Active         : FE80::3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 显示 Switch C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C-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402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Member IP List   : FE80::3 (Local, Backup) 

                        FE80::1 (Master) 

                        FE80::2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3 Forwarders 1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1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1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1 

     Priority       : 127 

     Active         : FE80::1 

    Forwarder 02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2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127 

     Active         : FE80::2 

    Forwarder 03 

     State          :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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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3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在备份组 1 中 Switch A 为 Master，Switch B 和 Switch C 为 Backup。Switch A、
Switch B 和 Switch C 上各自存在一个 AVF，并存在作为备份的两个 LVF。 

 # 当 Switch A 的上行接口（VLAN 接口 3）出现故障后，通过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命令查看 Switch A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20                  Running Pri  : 12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Member IP List   : FE80::1 (Local, Master) 

                        FE80::2 (Backup) 

                        FE80::3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3 Forwarders 0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5 

    Forwarder 01 

     State          : Initialize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1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1 

     Priority       : 0 

     Active         : FE80::3 

    Forwarder 02 

     State          : Initialize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2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0 

     Active         : FE80::2 

    Forwarder 03 

     State          : Initialize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3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0 

     Active         : FE80::3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Nega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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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命令查看 Switch C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C-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410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Member IP List   : FE80::3 (Local, Backup) 

                        FE80::1 (Master) 

                        FE80::2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3 Forwarders 2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1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1 (Take Over) 

     Owner ID       : 0000-5e01-1101 

     Priority       : 8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02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2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85 

     Active         : FE80::2 

    Forwarder 03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3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A 的上行接口出现故障后，Switch A 上虚拟转发器的权重降低为 5，低于

失效下限。Switch A 上所有虚拟转发器的状态均变为 Initialize，不能再用于转发。Switch C 成为虚

拟 MAC 地址 000f-e2ff-4011 对应虚拟转发器的 AVF，接管 Switch A 的转发任务。 

# Timeout Timer 超时后（约 1800 秒后），查看 Switch C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C-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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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400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Member IP List   : FE80::3 (Local, Backup) 

                        FE80::1 (Master) 

                        FE80::2 (Backup) 

   Forwarder Information: 2 Forwarders 1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2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2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127 

     Active         : FE80::2 

    Forwarder 03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3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Timeout Timer超时后，删除虚拟 MAC地址 000f-e2ff-4011对应的虚拟转发器，

不再转发目的 MAC 地址为该 MAC 的报文。 

# Switch A 出现故障后，通过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命令查看 Switch B 上备份组的详

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ipv6 verbose 

IPv6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Load Balance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FE80::10 

                        1::10 

     Member IP List   : FE80::2 (Local, Master) 

                        FE80::3 (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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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warder Information: 2 Forwarders 1 Active 

     Config Weight  : 255 

     Running Weight : 255 

    Forwarder 02 

     State          : Active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2 (Owner) 

     Owner ID       : 0000-5e01-1103 

     Priority       : 255 

     Active         : local 

    Forwarder 03 

     State          : Listening 

     Virtual MAC    : 000f-e2ff-4013 (Learnt) 

     Owner ID       : 0000-5e01-1105 

     Priority       : 127 

     Active         : FE80::3 

   Forwarder Weight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Weight Reduced : 25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A 出现故障后，Switch B 的优先级高于 Switch C，将抢占成为 Master，
同时删除了虚拟 MAC 地址 000f-e2ff-4011 对应的虚拟转发器。 

1.9  VRRP常见故障处理 

1.9.1  出现配置错误的提示 

1. 故障现象 

在配置过程中出现配置错误的提示，提示内容如下： "The virtual router detected a VRRP 
configuration error.”。 

2. 故障分析 

• 可能是备份组内的设备配置不一致造成的，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备份组运行的是 VRRPv2 版本时，报文携带的通告报文发送间隔与当前备份组不一致，

VRRPv3 版本不受此限制。 

 报文携带的虚拟 IP 地址个数与当前备份组不一致。 

 报文携带的虚拟 IP 地址列表与当前备份组不一致。 

• 可能是备份组内的设备收到攻击者发送的非法VRRP报文，如 IP地址拥有者收到优先级为255
的 VRRP 报文。 

3. 故障处理 

• 对于第一种情况，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来解决。 

• 对于第二种情况，则是有些攻击者有不良企图，应当通过定位和防止攻击来解决。 

1.9.2  同一个备份组内出现多个Master路由器 

1. 故障现象 

同一个备份组内出现多台 Master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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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分析 

• 若短时间内存在多台 Master 路由器，属于正常情况，无需进行人工干预。 

• 若多台 Master 路由器长时间共存，这很有可能是由于 Master 路由器之间收不到 VRRP 报文，

或者收到的报文不合法造成的。 

3. 故障处理 

先在多台 Master 路由器之间执行 ping 操作。如果 ping 不通，则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确；如果能

ping 通，则检查 VRRP 的配置是否一致。对于同一个 VRRP 备份组的配置，必须要保证虚拟 IP 地

址个数、每个虚拟 IP 地址和认证方式完全一样。如果使用的是 IPv4 VRRP，还需保证 IPv4 VRRP
使用的版本一致。如果是 VRRPv2 版本，还要求 VRRP 通告发送间隔一致。 

1.9.3  VRRP的状态频繁转换 

1. 故障现象 

在运行过程中 VRRP 的状态频繁转换。 

2. 故障分析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 VRRP 通告报文发送间隔太短造成的。 

3. 故障处理 

增加通告报文的发送间隔或者设置抢占延迟都可以解决这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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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FD 
1.1  BFD简介 

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双向转发检测）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化的、介质无关和

协议无关的快速故障检测机制，用于检测 IP 网络中链路的连通状况，保证设备之间能够快速检测到

通信故障，以便能够及时采取措施，保证业务持续运行。BFD 可以为各种上层协议（如路由协议）

快速检测两台设备间双向转发路径的故障。上层协议通常采用 Hello 报文机制检测故障，所需时间

为秒级，而 BFD 可以提供毫秒级检测。 

1.1.1  BFD会话的建立与拆除 

BFD 本身并没有发现机制，而是靠被服务的上层协议通知来建立会话。上层协议在建立新的邻居关

系后，将邻居的参数及检测参数（包括目的地址和源地址等）通告给 BFD；BFD 根据收到的参数

建立 BFD 会话。 

当网络出现故障时： 

(1) BFD 检测到链路故障后，拆除 BFD 会话，通知上层协议邻居不可达； 

(2) 上层协议中止邻居关系； 

(3) 如果网络中存在备用路径，设备将选择备用路径进行通信。 

1.1.2  单跳检测和多跳检测 

BFD 可以用来进行单跳和多跳检测： 

• 单跳检测：是指对两个直连设备进行 IP 连通性检测，这里所说的“单跳”是 IP 的一跳。 

• 多跳检测：BFD 可以检测两个设备间任意路径的链路情况，这些路径可能跨越很多跳。 

1.1.3  BFD会话的工作方式和检测模式 

BFD 会话通过 echo 报文和控制报文实现。 

1. echo报文方式 

echo 报文封装在 UDP 报文中传送，其 UDP 目的端口号为 3785。 

本端发送 echo 报文建立 BFD 会话，对链路进行检测。对端不建立 BFD 会话，只需把收到的 echo
报文转发回本端。如果在检测时间内没有收到对端转发回的 echo 报文，则认为会话 down。 

当 BFD 会话工作于 echo 报文方式时，仅支持单跳检测，并且不受检测模式的控制。 

2. 控制报文方式 

控制报文封装在 UDP 报文中传送，对于单跳检测其 UDP 目的端口号为 3784，对于多跳检测其 UDP
目的端口号为 4784。 

链路两端通过周期性发送控制报文建立 BFD 会话，对链路进行检测。 

BFD 会话建立前有两种模式：主动模式和被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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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模式：在建立会话前不管是否收到对端发来的 BFD 控制报文，都会主动发送 BFD 控制报

文； 

• 被动模式：在建立会话前不会主动发送 BFD 控制报文，直到收到对端发送来的控制报文。 

通信双方至少要有一方运行在主动模式才能成功建立起 BFD 会话。 

BFD 会话建立后有两种模式：异步模式和查询模式。 

• 异步模式：设备周期性发送 BFD 控制报文，如果在检测时间内没有收到对端发送的 BFD 控制

报文，则认为会话 down。 

• 查询模式：设备周期性发送 BFD 控制报文，但是对端（缺省为异步模式）会停止周期性发送

BFD 控制报文。如果通信双方都是查询模式，则双方都停止周期性发送 BFD 控制报文。当需

要验证连接性的时候，设备会以协商的周期连续发送几个 P 比特位置 1 的 BFD 控制报文。如

果在检测时间内没有收到返回的报文，就认为会话 down；如果收到对方回应的 F 比特位置 1
的报文，就认为连通，停止发送报文，等待下一次触发查询。 

1.1.4  BFD支持的应用 

表1-1 BFD 支持的应用 

应用 参见信息 

静态路由 

OSPF 
RIP 

IP快速重路由 

“三层技术-IP路由配置指导” 

IPv6静态路由 

OSPFv3 
“三层技术-IP路由配置指导” 

PIM “IP组播配置指导” 

Track “可靠性配置指导” 

以太网链路聚合 “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 

 

1.1.5  协议规范 

与 BFD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5880：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 (BFD) 

• RFC 5881：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 (BFD) for IPv4 and IPv6 (Single Hop) 

• RFC 5882：Generic Application of 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 (BFD) 

• RFC 5883：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 (BFD) for Multihop Paths 

• RFC 7130：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 (BFD) on Link Aggregation Group (LAG) 
Inter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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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FD配置限制和指导 

缺省 BFD 运行版本 1，同时兼容版本 0。不能通过命令行配置修改为版本 0，当对端设备运行版本

0 会话时，本端自动会切换到版本 0。 

BFD 会话建立后，可以动态协商 BFD 的相关参数（例如 小发送间隔、 小接收间隔、初始模式、

报文认证等），两端协议通过发送相应的协商报文后采用新的参数，不影响会话的当前状态。 

对于建立在跨成员设备的聚合接口上的 BFD 会话，当负责收发 BFD 报文的主设备异常重启时，从

设备接替收发 BFD 报文的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 BFD 会话检测时间较短或者会话数量较多，

可能会出现 BFD 会话震荡的情况。 

1.3  echo报文方式配置 

1.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echo 报文源 IP 地址。请至少选择以下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 echo 报文源 IPv4 地址。 
bfd echo-source-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cho 报文的源 IPv4 地址。 

为了避免对端发送大量的 ICMP重定向报文造成网络拥塞，建议不要将 echo报文的源 IPv4
地址配置为属于该设备任何一个接口所在网段。 

 配置 echo 报文源 IPv6 地址。 
bfd echo-source-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cho 报文的源 IPv6 地址。 

echo 报文源 IPv6 地址仅支持全球单播地址。 

(3) （可选）配置 echo 报文方式的 BFD 参数。 

a.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b. 配置接收 echo 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 
bfd min-echo-receive-interval interval 

接收 echo 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为 400 毫秒。 

c. 配置 BFD 检测时间倍数。 
bfd detect-multiplier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BFD 检测时间倍数为 5。 

1.4  控制报文方式配置 

1.4.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被服务的上层协议支持 BFD 功能后，无需执行本配置，设备上会自动创建控制报文方式的 BFD
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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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D 版本 0 不支持以下命令，配置不生效。 

• bfd session init-mode 

• bfd authentication-mode 

• bfd demand enable 

• bfd echo enable 

1.4.2  配置单跳检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BFD 会话建立前的运行模式。 
bfd session init-mode { active | passive } 

缺省情况下，BFD 会话建立前的运行模式为主动模式。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可选）配置单跳 BFD 控制报文进行认证的方式。 
bfd authentication-mode { m-md5 | m-sha1 | md5 | sha1 | simple } key-id 

{ cipher cipher-string | plain plain-string } 

缺省情况下，单跳 BFD 控制报文不进行认证。 

(5) 配置 BFD 会话为查询模式。 
bfd demand enable 

缺省情况下，BFD 会话为异步模式。 

(6) （可选）使能 echo 功能。 
bfd echo [ receive | send ] enable 

缺省情况下，echo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使能 echo 功能并且会话 up 后，设备周期性发送 echo 报文检测链路连通性，同时降低控制报

文的接收速率。 

(7) 配置发送单跳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interval 

发送单跳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为 400 毫秒。 

(8) 配置接收单跳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 
bfd min-receive-interval interval 

接收单跳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为 400 毫秒。 

(9) 配置单跳检测的 BFD 检测时间倍数。 
bfd detect-multiplier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单跳检测的 BFD 检测时间倍数为 5。 

(10) （可选）创建一个检测本接口状态的 BFD 会话。 
bfd detect-interface source-ip ip-address [ discriminator local 
local-value remote remote-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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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不存在检测本接口状态的 BFD 会话。 

本功能实现了接口状态与 BFD 会话状态的快速联动。当检测到链路故障时，将接口链路层协

议状态置为“DOWN(BFD)”，从而帮助依赖接口链路层协议状态的应用快速收敛。 

1.4.3  配置多跳检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BFD 会话建立前的运行模式。 
bfd session init-mode { active | passive } 

缺省情况下，BFD 会话建立前的运行模式为主动模式。 

(3) （可选）配置多跳 BFD 控制报文进行认证的方式。 
bfd multi-hop authentication-mode { m-md5 | m-sha1 | md5 | sha1 | simple } 
key-id { cipher cipher-string | plain plain-string } 

缺省情况下，多跳 BFD 控制报文不进行认证。 

(4) 配置多跳 BFD 控制报文的目的端口号。 
bfd multi-hop destination-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多跳 BFD 控制报文的目的端口号为 4784。 

(5) 配置多跳检测的 BFD 检测时间倍数。 
bfd multi-hop detect-multiplier value 

缺省情况下，多跳检测的 BFD 检测时间倍数为 5。 

(6) 配置接收多跳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 
bfd multi-hop min-receive-interval interval 

接收多跳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为 400 毫秒。 

(7) 配置发送多跳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 
bfd multi-hop min-transmit-interval interval 

发送多跳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为 400 毫秒。 

1.5  配置BFD模板 

1. 功能简介 

对于未指定出接口的会话，无法通过会话出接口配置 BFD 会话参数。使用 BFD 全局多跳可以配置，

但是缺乏灵活性。通过 BFD 模板可以对参数进行灵活配置，LSP 以及 PW 的 BFD 检测关联到 BFD
模板即可指定会话参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BFD 模板，并进入 BFD 模板视图。 
bfd template template-name 

(3) （可选）配置 BFD 控制报文进行认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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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d authentication-mode { m-md5 | m-sha1 | md5 | sha1 | simple } key-id 
{ cipher cipher-string | plain plain-string } 

缺省情况下，BFD 控制报文不进行认证。 

BFD 版本 0 不支持本命令，配置不生效。 

(4) 配置 BFD 检测时间倍数。 
bfd detect-multiplier value 

缺省情况下，BFD 检测时间倍数为 5。 

(5) 配置接收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 
bfd min-receive-interval interval 

接收单跳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为 400 毫秒。 

(6) 配置发送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 
bfd min-transmit-interval interval 

发送单跳 BFD 控制报文的 小时间间隔为 400 毫秒。 

1.6  开启告警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BFD 模块的告警功能后，该模块会生成告警信息，用于报告该模块的重要事件。生成的告警

信息将发送到设备的 SNMP 模块，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告警信息输出

的相关属性。（有关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BFD 的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bfd 

缺省情况下，BFD 的告警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1.7  BFD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BFD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 BFD 会话的统计信息。 

表1-2 BFD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BFD会话信息 display bfd session [ discriminator value | verbose ]

清除BFD会话统计信息 reset bfd session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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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ack 
1.1  Track简介 

Track 用于在监测模块、Track 模块和应用模块之间建立关联，来实现这些模块之间的联合动作。联

动功能在应用模块和监测模块之间增加了 Track 模块，通过 Track 模块屏蔽不同监测模块的差异，

将监测结果以统一的形式通知给应用模块，从而简化应用模块的处理。 

1.1.1  联动功能实现机制 

如 图 1-1 所示，联动功能利用监测模块对链路状态、网络性能等进行监测，并通过Track模块将监

测结果及时通知给应用模块，以便应用模块进行相应的处理。例如，在NQA、Track和静态路由之

间建立联动，利用NQA监测静态路由的下一跳地址是否可达。NQA监测到下一跳不可达时，通过

Track通知静态路由模块该监测结果，以便静态路由模块将该条路由置为无效，确保报文不再通过

该静态路由转发。 

图1-1 联动功能实现示意图 

 

 

1. Track模块与监测模块联动 

Track 模块通过 Track 项与监测模块建立关联。Track 项定义了 Positive、Negative 和 NotReady 三

种状态。监测模块负责对接口状态、链路状态等进行监测，并将监测结果通知给 Track 模块；Track
模块根据监测结果改变 Track 项的状态。 

• 如果监测结果为监测对象工作正常（如接口处于 up 状态、网络可达），则对应 Track 项的状

态为 Positive。 

• 如果监测结果为监测对象出现异常（如接口处于 down 状态、网络不可达），则对应 Track 项

的状态为 Negative。 

• 如果监测结果无效（如 NQA 作为监测模块时，与 Track 项关联的 NQA 测试组不存在），则对

应 Track 项的状态为 NotReady。 

2. Track模块与应用模块联动 

应用模块通过引用 Track 项与 Track 模块建立关联。Track 项的状态改变后，通知应用模块；应用

模块根据 Track 项的状态，及时进行相应的处理，从而避免通信的中断或服务质量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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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与Track模块实现联动功能的监测模块 

目前，可以与 Track 模块实现联动功能的监测模块包括： 

• NQA（Network Quality Analyzer，网络质量分析） 

• BFD（Bidirectional Forwarding Detection，双向转发检测） 

• CFD（Connectivity Fault Detection，连通错误检测） 

• 接口管理 

• 路由管理 

• LLDP（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链路层发现协议） 

1.1.3  与Track模块实现联动功能的应用模块 

目前，可以与 Track 模块实现联动功能的应用模块包括： 

• VRRP（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 

• 静态路由 

• 策略路由 

• Smart Link 

• EAA 

• ERPS 

1.2  Track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某些情况下，Track 项状态发生变化后，如果立即通知应用模块，则可能会由于路由无法及时恢

复等原因，导致通信中断。例如，VRRP 备份组中 Master 路由器通过 Track 监视上行接口的状态。

上行接口出现故障时，Track 通知 Master 路由器降低优先级，使得 Backup 路由器抢占成为新的

Master，负责转发报文。当上行接口恢复时，如果 Track 立即通知原来的 Master 路由器恢复优先

级，该路由器将立即承担转发任务。此时该路由器可能尚未恢复上行的路由，从而导致报文转发失

败。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配置 Track 项状态发生变化时，延迟一定的时间通知应用模块。 

1.3  联动功能应用举例 

下面以 NQA、Track 和静态路由联动为例，说明联动功能的工作原理。 

用户在设备上配置了一条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92.168.0.88。如果 192.168.0.88 可达，则报文

可以通过该静态路由转发，该静态路由有效；如果 192.168.0.88 不可达，则通过该静态路由转发报

文会导致报文转发失败，此时，需要将该静态路由置为无效。通过在 NQA、Track 模块和静态路由

之间建立联动，可以实现实时监测下一跳的可达性，以便及时判断静态路由是否有效。 

在此例中联动功能的配置方法及其工作原理为： 

(1) 创建 NQA 测试组，通过 NQA 测试组监测目的地址 192.168.0.88 是否可达。 

(2) 创建和 NQA测试组关联的 Track项。192.168.0.88可达时，NQA会将监测结果通知给 Track
模块，Track模块将该Track项的状态变为Positive；192.168.0.88不可达时，NQA将监测结

果通知给 Track 模块，Track 模块将该 Track 项的状态变为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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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这条静态路由和 Track 项关联。如果 Track 模块通知静态路由 Track 项的状态为 Positive，
则静态路由模块将这条路由置为有效；如果 Track 模块通知静态路由 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则静态路由模块将这条路由置为无效。 

1.4  Track配置任务简介 

为了实现联动功能，需要在 Track 与监测模块、Track 与应用模块之间分别建立联动关系。Track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 Track 与监控模块联动。 

 配置Track与NQA联动 

 配置Track与BFD联动 

 配置Track与CFD联动 

 配置Track与接口管理联动 

 配置Track与路由管理联动 

 配置Track与LLDP联动 

(2) 配置 Track 与应用模块联动。 

 配置Track与VRRP联动 

 配置Track与静态路由联动 

 配置Track与策略路由联动 

 配置Track与Smart Link联动 

 配置Track与EAA联动 

 配置Track与ERPS联动 

1.5  配置Track与监测模块联动 

1.5.1  配置Track与NQA联动 

1. 功能简介 

NQA 测试组周期性地探测某个目的地址是否可达、是否可以与某个目的服务器建立 TCP 连接等。

如果在 Track 项和 NQA 测试组之间建立了关联，则当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达到指定的阈值时，NQA
将通知 Track 模块监测对象出现异常，Track 模块将与 NQA 测试组关联的 Track 项的状态置为

Negative；否则，NQA通知Track模块监测对象正常工作，Track模块将Track项的状态置为Positive。
NQA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NQA”。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Track 项时，引用的 NQA 测试组或联动项可以不存在，此时该 Track 项的状态为 NotReady。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与 NQA 测试组中指定联动项关联的 Track 项，并指定 Track 项状态变化时通知应用模块

的延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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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 track-entry-number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reaction 
item-number [ delay { negative negative-time | positive positive-time } 
* ] 

1.5.2  配置Track与BFD联动 

1. 功能简介 

如果在 Track 项和 BFD 会话之间建立了关联，则当 BFD 判断出对端不可达时，BFD 会通知 Track
模块将与 BFD 会话关联的 Track 项的状态置为 Negative；否则，通知 Track 模块将 Track 项的状

态置为 Positive。 

BFD 会话支持两种工作方式：Echo 报文方式和控制报文方式。Track 项只能与 Echo 报文方式的

BFD 会话建立关联，不能与控制报文方式的 BFD 会话建立联动。BFD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

性配置指导”中的“BFD”。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Track 与 BFD 联动时，VRRP 备份组的虚拟 IP 地址不能作为 BFD 会话探测的本地地址和远端

地址。 

3. 配置准备 

配置 Track 与 BFD 联动前，需要配置 BFD echo 报文的源地址，配置方法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

中的“BFD”。 

4.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和 BFD 会话关联的 Track 项，并指定 Track 项状态变化时通知应用模块的延迟时间。 
track track-entry-number bfd echo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remote ip remote-ip-address local ip local-ip-address 

[ delay { negative negative-time | positive positive-time } * ] 

1.5.3  配置Track与CFD联动 

1. 功能简介 

如果在 Track 项和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之间建立了关联，则当 CFD 判断出对端不可达时，CFD 会

通知 Track 模块将与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的状态置为 Negative；否则，通知 Track
模块将 Track 项的状态置为 Positive。CFD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CFD”。 

2. 配置准备 

配置 Track 与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前，需要开启 CFD 服务并创建 MEP，配置方法请参见“可

靠性配置指导”中的“CFD”。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和会话关联的 Track 项，并指定 Track 项状态变化时通知应用模块的延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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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 track-entry-number cfd cc service-instance instance-id mep 

mep-id [ delay { negative negative-time | positive positive-time } * ] 

1.5.4  配置Track与接口管理联动 

1. 功能简介 

接口管理用来监视接口的链路状态和网络层协议状态。如果在 Track 项和接口之间建立了关联，则

当接口的链路状态或网络层协议状态为 up 时，接口管理通知 Track 模块将与接口关联的 Track 项

的状态置为 Positive；接口的链路状态或网络层协议状态为 down 时，接口管理通知 Track 模块将

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和接口管理关联的 Track 项。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监视接口的链路状态，并指定 Track 项状态变化时通知应用模块的延迟时间。 
track track-entry-number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delay { negative negative-time | positive positive-time } * ] 

 监视接口的物理状态，并指定 Track 项状态变化时通知应用模块的延迟时间。 
track track-entry-number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physical [ delay { negative negative-time | positive positive-time } 
* ] 

 监视接口的网络层协议状态，并指定 Track 项状态变化时通知应用模块的延迟时间。 
track track-entry-number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protocol { ipv4 | ipv6 } [ delay { negative negative-time | positive 
positive-time } * ] 

1.5.5  配置Track与路由管理联动 

1. 功能简介 

如果在 Track 项和路由管理之间建立了关联，当对应的路由条目在路由表中存在时，路由管理通知

Track 模块将与之关联的 Track 项状态设置为 Positive；当对应的路由条目在路由表中被删除时，路

由管理将通知 Track 模块将与之关联的 Track 项状态设置为 Negative。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与路由管理关联的 Track 项，并指定 Track 项状态变化时通知应用模块的延迟时间。 
track track-entry-number ip route ip-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reachability [ delay { negative negative-time | positive positive-tim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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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配置Track与LLDP联动 

1. 功能简介 

如果在 Track 项和接口的 LLDP 邻居之间建立了关联，当接口下存在 LLDP 邻居时，Track 项的状

态为 Positive；接口下不存在 LLDP 邻居时，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LLDP 的详细介绍，请参

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LLDP”。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与接口的 LLDP邻居状态关联的Track项，并指定Track项状态变化时通知应用模块的延

迟时间。 
track track-entry-number lldp neighbor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delay { negative negative-time | positive 
positive-time } * ] 

1.6  配置Track与应用模块联动 

1.6.1  Track与应用模块联动配置准备 

用户配置 Track 和应用模块联动时，需保证联动的 Track 项已被创建，否则应用模块可能会获取到

错误的 Track 项状态信息。 

1.6.2  配置Track与VRRP联动 

1. 功能简介 

VRRP 工作在标准协议模式和负载均衡模式时，通过在 Track 模块和 VRRP 备份组之间建立联动，

可以实现： 

• 根据上行链路的状态，改变路由器的优先级。当路由器的上行链路出现故障时，备份组无法

感知上行链路的故障，如果该路由器为 Master，将会导致局域网内的主机无法访问外部网络。

通过联动功能，可以解决该问题。利用监测模块监视路由器上行链路的状态，并在监测模块、

Track模块和VRRP备份组之间建立联动，当上行链路出现故障时，通知将Track项状态变为

Negative，并将路由器的优先级降低指定的数额。从而，使得备份组内其它路由器的优先级

高于这个路由器的优先级，成为 Master 路由器，保证局域网内主机与外部网络的通信不会中

断。 

• 在Backup路由器上监视Master路由器的状态。当Master路由器出现故障时，工作在切换模

式的 Backup 路由器能够迅速成为 Master 路由器，以保证通信不会中断。 

VRRP工作在负载均衡模式时，通过在 Track模块和VRRP虚拟转发器之间建立联动，还可以实现： 

• 根据上行链路的状态，改变虚拟转发器的优先级。当 AVF（Active Virtual Forwarder，动态虚

拟转发器）的上行链路出现故障时，Track 项的状态变为 Negative，虚拟转发器的权重将降低

指定的数额，以便虚拟转发器优先级更高的路由器抢占成为 AVF，接替其转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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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LVF（Listening Virtual Forwarder，监听虚拟转发器）上通过 Track 监视 AVF 的状态，当

AVF 出现故障时，工作在虚拟转发器快速切换模式的 LVF 能够迅速成为 AVF，以保证通信不

会中断。 

VRRP 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VRRP”。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接口 IP 地址与虚拟 IP 地址相同的路由器称为 IP 地址拥有者。路由器在某个备份组中作为 IP 地址

拥有者时，如果在该路由器上配置该备份组监视指定的接口或 Track 项，则该配置不会生效。该路

由器不再作为 IP 地址拥有者后，之前的配置才会生效。 

被监视 Track 项的状态由 Negative 变为 Positive 或 NotReady 后，对应的路由器优先级或虚拟转发

器优先级会自动恢复。 

3. 配置Track与VRRP备份组联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VRRP 备份组监视指定的 Track 项。 
vrrp [ ipv6 ] vrid virtual-router-id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forwarder-switchover member-ip ip-address | priority reduced 
[ priority-reduced ] switchover | weight reduced [ weight-reduced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VRRP 备份组监视的 Track 项。 

VRRP 工作在标准协议模式和负载均衡模式时，均支持本配置。 

4. 配置Track与VRRP虚拟转发器联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虚拟转发器监视指定的 Track 项。 
vrrp [ ipv6 ] vrid virtual-router-id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forwarder-switchover member-ip ip-address | priority reduced 
[ priority-reduced ] switchover | weight reduced [ weight-reduced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虚拟转发器的监视功能。 

在 VRRP 标准协议模式和负载均衡模式下均可进行本配置，但只有在 VRRP 负载模式下本配

置才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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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配置Track与静态路由联动 

1. 功能简介 

静态路由是一种特殊的路由，由管理员手工配置。配置静态路由后，去往指定目的地的报文将按照

管理员指定的路径进行转发。静态路由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路由配置指导”中

的“静态路由”。 

静态路由的缺点在于：不能自动适应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当网络发生故障或者拓扑发生变化时，

可能会导致静态路由不可达，网络通信中断。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可以配置其它路由和静态路由形成备份关系。静态路由可达时，根据静态

路由转发报文，其它路由处于备份状态；静态路由不可达时，根据备份路由转发报文，从而避免通

信中断，提高了网络可靠性。 

通过在 Track 模块和静态路由之间建立联动，可以实现静态路由可达性的实时判断。 

如果在配置静态路由时只指定了下一跳而未指定出接口，可以通过联动功能，利用监测模块监视静

态路由下一跳的可达性，并根据 Track 项的状态来判断静态路由的可达性： 

• 当 Track 项状态为 Positive 时，静态路由的下一跳可达，配置的静态路由将生效； 

• 当 Track 项状态为 Negative 时，静态路由的下一跳不可达，配置的静态路由无效； 

• 当Track项状态为NotReady时，无法判断静态路由的下一跳是否可达，此时配置的静态路由

生效。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静态路由进行迭代时，Track 项监测的应该是静态路由迭代后 终的下一跳地址，而不是配置中

指定的下一跳地址。否则，可能导致错误地将有效路由判断为无效路由。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通过 Track 与静态路由联动，检测静态路由下一跳是否可达。 
ip route-static { dest-address { mask-length | mask } | group group-name }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next-hop-address ] 
[ backup-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backup-nexthop 
backup-nexthop-address ] [ permanent ] | bfd { control-packet | 
echo-packet } | permanent |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 
next-hop-address [ recursive-lookup host-route ] [ bfd control-packet 
bfd-source ip-address | permanent |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 
[ preference preference ] [ tag tag-value ] [ description text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Track 与静态路由联动。 

1.6.4  配置Track与策略路由联动 

1. 功能简介 

策略路由是一种依据用户指定的策略灵活选路的机制，满足策略的报文将执行指定的操作，以指导

报文转发。策略路由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路由配置指导”中的“策略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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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路由无法判断对报文执行的操作的可用性。当执行的操作不可用时，策略路由仍然对报文执行

该操作，可能会导致报文转发失败。例如，策略路由中配置满足一定条件的报文，需要通过指定的

出接口转发。当该出接口所在的链路出现故障时，策略路由无法感知链路故障，仍然通过该接口转

发报文，导致报文转发失败。 

通过联动功能，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增强了策略路由应用的灵活性，以及策略路由对网络环境的动

态感知能力。配置策略路由执行的操作与 Track 项关联，利用监测模块监视链路的状态，通过 Track
项的状态来动态地决定策略路由操作的可用性： 

• Track 项状态为 Positive 时，表示链路正常工作，与该 Track 项关联的策略路由操作生效，可

以指导转发； 

• Track 项状态为 Negative 时，表示链路出现故障，与该 Track 项关联的策略路由操作无效，

转发时忽略该配置项； 

• Track 项状态为 NotReady 时，与该 Track 项关联的策略路由操作生效，可以指导转发。 

目前，支持与 Track 项关联的策略路由操作包括： 

• 设置报文的下一跳 

2. 配置准备 

配置 Track 与策略路由联动前，需要先创建策略或一个策略节点，并配置匹配规则。 

3. 配置Track与IPv4 策略路由联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策略或一个策略节点，并进入该策略视图。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3) 设置匹配规则。 

 设置 ACL 匹配规则。 
if-match acl { acl-number | name acl-name }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 ACL 匹配规则。 

策略路由不支持匹配二层信息的 ACL 匹配规则。 

设置 ACL 匹配规则时，对于 ACL 规则的 permit/deny 动作以及 time-range 指定的规则生

效时间段等的处理机制不再生效。 

(4) 配置指导报文转发类动作。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设置报文的下一跳，并与 Track 项关联。 
apply next-hop  { ip-address [ direct ] [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1-n>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报文转发的下一跳。 

4. 配置Track与IPv6 策略路由联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策略或一个策略节点，并进入该策略视图。 
ipv6 policy-based-route policy-name [ deny | permit ] node node-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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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匹配规则。 

 设置 ACL 匹配规则。 
if-match acl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 ACL 匹配规则。 

IPv6 策略路由不支持匹配二层信息的 ACL 匹配规则。 

设置 ACL 匹配规则时，对于 ACL 规则的 permit/deny 动作以及 time-range 指定的规则生

效时间段等的处理机制不再生效。 

(4) 配置指导报文转发类动作。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设置报文的下一跳，并与 Track 项关联。 
apply next-hop  { ipv6-address [ direct ] [ track track-entry-number ] } 
&<1-n>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报文转发的下一跳。 

1.6.5  配置Track与Smart Link联动 

1. 功能简介 

上行链路上的中间传输设备或传输链路发生故障（如光纤链路发生单通、错纤、丢包等故障）以及

故障排除时，Smart Link 本身无法感知到这个变化。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需要通过 Track 项与

专门的链路检测协议联动来检测端口的链路状态，当链路检测协议检测到故障发生或故障恢复时就

通知 Smart Link 进行链路切换。 

用户可以配置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与 Track 项关联，使该端口通过 Track 项与 CFD 的连续性

检测功能进行联动来监测该端口的上行链路状态。 

Track模块根据监测模块的监测结果改变 Track项的状态，并将 Track项状态通知给 Smart Link组；

Smart Link 组根据 Track 项状态进行相应处理： 

• 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Positive，说明该端口的上行链路正常，Smart Link 组不进行链路切

换； 

• 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说明该端口的上行链路出现故障，Smart Link 组根据抢占

模式和该端口的成员角色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链路切换； 

• 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NotReady，说明 Track 关联监测模块的配置尚未生效，该端口维持原

有转发状态不变。 

关于 Smart Link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Smart Link”。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联动的 Track 项，必须是和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关联的 Track 项。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与 Track 项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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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smart-link group group-id track track-entry-number 

缺省情况下，Smart Link 组的成员端口未与 Track 项联动。 

1.6.6  配置Track与EAA联动 

1. 功能简介 

配置 Track 与 EAA 联动后，当关联的 Track 项状态由 Positive 变为 Negative 或者 Negative 变为

Positive 时，触发监控策略执行；如果关联多个 Track 项，则 后一个处于 Positive（Negative）状

态的 Track 项变为 Negative（Positive）时，触发监控策略执行。 

如果配置了抑制时间，触发策略的同时开始计时，定时器超时前，收到状态从 Positive（Negative）
变为 Negative（Positive）的消息，直接丢弃，不会处理。直到定时器超后，收到状态从 Positive
（Negative）变为 Negative（Positive）的消息才处理，再一次触发策略执行。 

EAA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中的“EAA”。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CLI 监控策略并进入 CLI 监控策略视图。 
rtm cli-policy policy-name 

(3) 配置 Track 监控事件。 
event track track-entry-number-list state { negative | positive } 
[ suppress-time suppress-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Track 监控事件。 

1.6.7  配置Track与ERPS联动 

1. 功能简介 

当链路上的中间传输设备或传输链路发生故障（如光纤链路发生单通、错纤、丢包等故障）以及故

障排除时，ERPS 本身无法感知到这个变化。ERPS 环的成员端口需要通过专门的链路检测协议来

检测端口的链路状态，当链路检测协议检测到故障发生或故障恢复时就通知 ERPS 进行链路倒换。 

ERPS 环实例的成员端口通过 Track 项与链路检测协议进行联动，目前仅支持与 CFD（Connectivity 
Fault Detection，连通错误检测）的连续性检测功能联动。当端口与 CFD 连续性检测功能联动时，

CFD 按照检测 VLAN 和检测端口来通知故障检测事件，只有当端口所在 ERPS 环实例的控制 VLAN
与 CFD 监控的 VLAN 一致时，才响应此事件。 

Track模块根据监测模块的监测结果改变Track项的状态，并将Track项状态通知给ERPS环；ERPS
环根据 Track 项状态进行相应处理： 

• 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Positive，说明该端口的上行链路正常，ERPS 环不进行链路切换； 

• 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Negative，说明该端口的上行链路出现故障，ERPS 环进行链路切

换； 

• 如果 Track 项的状态为 NotReady，说明 Track 关联监测模块的配置尚未生效，该端口维持原

有转发状态不变。 

关于 ERPS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E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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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配置端口与 Track 项联动之前，必须保证该端口已加入相应的 ERPS 环实例。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或二层聚合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成员端口的 Track 联动。 
port erps ring ring-id instance instance-id track track-entry-index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ERPS 成员端口与 Track 机制联动。 

1.7  Track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Track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Track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Track项的信息 display track { track-entry-number | all [ negative 
| positive ] } [ brief ] 

 

1.8  Track典型配置举例 

1.8.1  VRRP、Track与NQA联动配置举例（Master监视上行链路） 

1. 组网需求 

• Host A 需要访问 Internet 上的 Host B，Host A 的缺省网关为 10.1.1.10/24； 

• Switch A 和 Switch B 属于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0 的备份组 1； 

• 当 Switch A正常工作时，Host A发送给 Host B的报文通过 Switch A转发；当通过 NQA监测

到 Switch A 上行链路不通时，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B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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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2 VRRP、Track 与 NQA 联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2 创建VLAN，在VLAN中加入对应的端口，并配置各VLAN接口的IP地址，具体配

置过程略。 

(2) 在 Switch A 上配置 NQA 测试组 
<SwitchA> system-view 

# 创建管理员名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 的 NQA 测试组。 
[SwitchA] nqa entry admin test 

# 配置测试类型为 ICMP-echo。 
[SwitchA-nqa-admin-test] type icmp-echo 

# 配置目的地址为 10.1.2.2。 
[SwitchA-nqa-admin-test-icmp-echo] destination ip 10.1.2.2 

# 测试频率为 100ms。 
[SwitchA-nqa-admin-test-icmp-echo] frequency 100 

# 配置联动项 1（连续失败 5 次触发联动）。 
[SwitchA-nqa-admin-test-icmp-echo] reaction 1 checked-element probe-fail 
threshold-type consecutive 5 action-type trigger-only 

[SwitchA-nqa-admin-test-icmp-echo] quit 

# 启动探测。 
[Switch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3) 在 Switch A 上配置 Track 项 

# 配置 Track 项 1，关联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的联动项 1。 
[SwitchA] track 1 nqa entry admin test reaction 1 

(4) 在 Switch A 上配置 VRRP 

# 在 VLAN 接口 2 下，配置 VRRP 适用版本为 VRRPv2。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ersion 2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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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0.1.1.10 

# 设置 Switch A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先级为 110。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10 

# 设置备份组的认证方式为 simple，认证字为 hello。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authentication-mode simple plain hello 

# 设置 Master 发送 VRRP 报文的间隔时间为 500 厘秒。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imer advertise 500 

# 设置 Switch A 工作在抢占方式，抢占延迟时间为 5000 厘秒。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 设置监视 Track 项。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rack 1 priority reduced 30 

(5) 在 Switch B 上配置 VRRP 

# 在 VLAN 接口 2 下，配置 VRRP 适用版本为 VRRPv2。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ersion 2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0。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0.1.1.10 

# 设置备份组的认证方式为 simple，认证字为 hello。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authentication-mode simple plain hello 

# 设置 Master 发送 VRRP 报文的间隔时间为 500 厘秒。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imer advertise 500 

# 设置 Switch B 工作在抢占方式，抢占延迟时间为 5000 厘秒。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eempt-mode delay 5000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在 Host A 上可以 ping 通 Host B。通过 display vrrp 命令查看配置后的结果。 

# 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5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Simple          Key          : ****** 

     Virtual IP       : 10.1.1.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0.1.1.1 

   VRRP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Pri Reduced : 30 

#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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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5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2200ms left 

     Auth Type        : Simple          Key          : ****** 

     Virtual IP       : 10.1.1.10 

     Master IP        : 10.1.1.1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在备份组 1 中 Switch A 为 Master，Switch B 为 Backup，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A 转发。 

Switch A 与 Switch C 不通时，在 Host A 上仍然可以 ping 通 Host B。通过 display vrrp 命令查

看备份组的信息。 

# Switch A 与 Switch C 不通时，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5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8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Become Master    : 2200ms left 

     Auth Type        : Simple          Key          : ****** 

     Virtual IP       : 10.1.1.10 

     Master IP        : 10.1.1.2 

   VRRP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Negative          Pri Reduced : 30 

# Switch A 与 Switch C 不通时，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5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5000 

     Auth Type        : Simple          Key          : ****** 

     Virtual IP       : 10.1.1.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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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A 与 Switch C 不通时，Switch A 的优先级降低为 80，成为 Backup，Switch 
B 成为 Master，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B 转发。 

1.8.2  VRRP、Track与BFD联动配置举例（Backup监视Master）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 和 Switch B 属于虚拟 IP 地址为 192.168.0.10 的备份组 1； 

• 局域网内的主机上设置缺省网关为 192.168.0.10，当 Switch A 正常工作时，局域网内的主机

通过 Switch A 访问外部网络；Switch A 出现故障时，Switch B 接替其工作，局域网内的主机

通过 Switch B 访问外部网络； 

• Master 出现故障时，Backup 若只依赖于 VRRP 通告报文的超时时间来判断是否应该抢占，

切换时间一般在 3 秒～4 秒之间，无法达到秒级以下的切换速度；如果 Backup 通过 BFD 检

测 Master 的运行状态，则能够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发现 Master 的故障，立即抢占成为 Master，
加快切换速度。 

2. 组网图 

图1-3 VRRP、Track 与 BFD 联动（Backup 监视 Master）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3 创建VLAN，在VLAN中加入对应的端口，并配置各VLAN接口的IP地址，具体配

置过程略。 

(2) 在 Switch A 上配置 VRRP 
<SwitchA> system-view 

Internet

Virtual Router
Virtual IP address:

192.168.0.10
Vlan-int2

192.168.0.101/24
Vlan-int2
192.168.0.102/24

Switch A
Master

Switch B
Backup

L2 switch

VRRP报文

BFD探测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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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92.168.0.10，Switch A 在备份组 1 中的

优先级为 110。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92.168.0.10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10 

[SwitchA-Vlan-interface2] return 

(3) 在 Switch B 上配置 BFD 功能 

# 配置 BFD echo 报文的源地址为 10.10.10.10。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bfd echo-source-ip 10.10.10.10 

(4) 在 Switch B 上创建和 BFD 会话关联的 Track 项 

# 创建和 BFD 会话关联的 Track 项 1，检测 Switch A 是否可达。 
[SwitchB] track 1 bfd echo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remote ip 192.168.0.101 local ip 
192.168.0.102 

(5) 在 Switch B 上配置 VRRP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92.168.0.10，备份组 1 监视 Track 项 1
的状态，当 Track 项状态为 Negative 时，Switch B 快速从 Backup 切换为 Master 状态。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92.168.0.10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rack 1 switchover 

[SwitchB-Vlan-interface2] return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A>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92.168.0.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92.168.0.101 

#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B>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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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Become Master    : 2200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92.168.0.10 

     Master IP        : 192.168.0.101 

   VRRP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Switchover 

# 显示 Switch B 上 Track 项的信息。 
<SwitchB> display track 1 

Track ID: 1 

  State: Positive 

  Duration: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32 seconds 

  Notification delay: Positive 0, Negative 0 (in seconds) 

  Tracked object: 

    BFD session mode: Echo 

    Outgoing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PN instance name: -- 

    Remote IP: 192.168.0.101 

    Local IP: 192.168.0.102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Track 项状态为 Positive 时，Switch A 为 Master 路由器，Switch B 为 Backup
路由器。 

# 打开 Switch B 的 VRRP 状态调试信息开关和 BFD 事件通知调试信息开关。 
<SwitchB> terminal debugging 

<SwitchB> terminal monitor 

<SwitchB> debugging vrrp fsm 

<SwitchB> debugging bfd ntfy 

# Switch A 出现故障时，Switch B 上输出如下调试信息。 
*Dec 17 14:44:34:142 2008 SwitchB BFD/7/DEBUG: Notify application:TRACK State:DOWN 

*Dec 17 14:44:34:144 2008 SwitchB VRRP4/7/FSM: 

 IPv4 Vlan-interface2 | Virtual Router 1 : Backup --> Master   reason: The status of the tracked 
object changed 

#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B>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92.168.0.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92.168.0.102 

   VRRP Track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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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k Object   : 1              State : Negative          Switchover 

以上调试信息表示，BFD 探测到 Switch A 出现故障后，立即由 Track 通知 VRRP 模块将 Switch B
的状态切换为 Master，不再等待 VRRP 通告报文的超时时间，从而保证 Backup 路由器能够快速切

换为 Master。 

1.8.3  VRRP、Track与BFD联动配置举例（Master监视上行链路）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 和 Switch B 属于虚拟 IP 地址为 192.168.0.10 的备份组 1； 

• 局域网内的主机上设置缺省网关为 192.168.0.10； 

• Switch A正常工作时，局域网内的主机通过Switch A访问外部网络；Switch A通过BFD检测

到上行链路不通时，降低自己在备份组中的优先级，以便 Switch B 抢占成为 Master，保证局

域网内的主机通过 Switch B 正常通信。 

2. 组网图 

图1-4 VRRP、Track 与 BFD 联动（Master 监视上行链路）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4 创建VLAN，在VLAN中加入对应的端口，并配置各VLAN接口的IP地址，具体配

置过程略。 

(2) 在 Switch A 上配置 BFD 功能 

# 配置 BFD echo 报文的源地址为 10.10.10.10。 
<SwitchA>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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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bfd echo-source-ip 10.10.10.10 

(3) 在 Switch A 上创建和 BFD 会话关联的 Track 项 

# 创建和 BFD 会话关联的 Track 项 1，检测 IP 地址为 1.1.1.2 的上行设备是否可达。 
[SwitchA] track 1 bfd echo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remote ip 1.1.1.2 local ip 1.1.1.1 

(4) 在 Switch A 上配置 VRRP 

# 创建备份组 1，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92.168.0.10；Switch A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

先级为 110；配置备份组 1监视Track项 1的状态，当Track项状态为Negative时，Switch A
的优先级降低 20。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92.168.0.10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10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rack 1 priority reduced 20 

[SwitchA-Vlan-interface2] return 

(5) 在 Switch B 上配置 VRRP 

# 创建备份组 1，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92.168.0.10。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92.168.0.10 

[SwitchB-Vlan-interface2] return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A>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92.168.0.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92.168.0.101 

   VRRP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Pri Reduced : 20 

# 显示 Switch A 上 Track 项 1 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track 1 

Track ID: 1 

  State: Positive 

  Duration: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32 seconds 

  Notification delay: Positive 0, Negative 0 (in seconds) 

  Tracked object: 

    BFD session mode: Echo 

    Outgoing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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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N instance name: -- 

    Remote IP: 1.1.1.2 

    Local IP: 1.1.1.1 

#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B>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Become Master    : 2200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92.168.0.10 

     Master IP        : 192.168.0.101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Track 项 1 的状态为 Positive 时，Switch A 为 Master 路由器，Switch B 为 Backup
路由器。 

# 当 Switch A 监视的上行链路出现故障时，Track 项 1 的状态变为 Negative。 
<SwitchA> display track 1 

Track ID: 1 

  State: Negative 

  Duration: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32 seconds 

  Notification delay: Positive 0, Negative 0 (in seconds) 

  Tracked object: 

    BFD session mode: Echo 

    Outgoing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PN instance name: -- 

    Remote IP: 1.1.1.2 

    Local IP: 1.1.1.1 

# 查看 Switch A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A>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9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Become Master    : 2200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92.168.0.10 

     Master IP        : 192.168.0.102 

   VRRP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Negative          Pri Reduced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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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的详细信息。 
<SwitchB>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92.168.0.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92.168.0.102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 Switch A 通过 BFD 检测到上行链路不通时，将自己的优先级降低为 90，从而保

证 Switch B 抢占成为 Master。 

1.8.4  静态路由、Track与NQA联动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Switch B、Switch C 和 Switch D 连接了 20.1.1.0/24 和 30.1.1.0/24 两个网段，在交换机

上配置静态路由以实现两个网段的互通，并配置路由备份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 

Switch A 作为 20.1.1.0/24 网段内主机的缺省网关，在 Switch A 上存在两条到达 30.1.1.0/24 网段的

静态路由，下一跳分别为 Switch B 和 Switch C。这两条静态路由形成备份，其中： 

• 下一跳为 Switch B 的静态路由优先级高，作为主路由。该路由可达时，Switch A 通过 Switch 
B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 下一跳为 Switch C 的静态路作为备份路由。 

• 在 Switch A 上通过静态路由、Track 与 NQA 联动，实时判断主路由是否可达。当主路由不可

达时，备份路由生效，Switch A 通过 Switch C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同样地，Switch D作为 30.1.1.0/24网段内主机的缺省网关，在Switch D上存在两条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分别为 Switch B 和 Switch C。这两条静态路由形成备份，其中： 

• 下一跳为 Switch B 的静态路由优先级高，作为主路由。该路由可达时，Switch D 通过 Switch 
B 将报文转发到 20.1.1.0/24 网段。 

• 下一跳为 Switch C 的静态路作为备份路由。 

• 在 Switch D上通过静态路由、Track与 NQA联动，实时判断主路由是否可达。当主路由不可

达时，备份路由生效，Switch D 通过 Switch C 将报文转发到 20.1.1.0/24 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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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5 静态路由、Track 与 NQA 联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5 创建VLAN，在VLAN中加入对应的端口，并配置各VLAN接口的IP地址，具体配

置过程略。 

(2) 配置 Switch A 

# 配置到达 3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1.1.2，优先级为缺省值 60，该路

由与 Track 项 1 关联。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 route-static 30.1.1.0 24 10.1.1.2 track 1 

# 配置到达 3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3.1.3，优先级为 80。 
[SwitchA] ip route-static 30.1.1.0 24 10.3.1.3 preference 80 

# 配置到达 10.2.1.4 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1.1.2。 
[SwitchA] ip route-static 10.2.1.4 24 10.1.1.2 

# 创建管理员名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 的 NQA 测试组。 
[SwitchA] nqa entry admin test 

# 配置测试类型为 ICMP-echo。 
[SwitchA-nqa-admin-test] type icmp-echo 

# 配置测试的目的地址为 10.2.1.4，下一跳地址为 10.1.1.2，以便通过 NQA 检测 Switch A－
Switch B－Switch D 这条路径的连通性。 
[SwitchA-nqa-admin-test-icmp-echo] destination ip 10.2.1.4 

[SwitchA-nqa-admin-test-icmp-echo] next-hop ip 10.1.1.2 

# 配置测试频率为 100ms。 
[SwitchA-nqa-admin-test-icmp-echo] frequency 100 

# 配置联动项 1（连续失败 5 次触发联动）。 
[SwitchA-nqa-admin-test-icmp-echo] reaction 1 checked-element probe-fail 
threshold-type consecutive 5 action-type trigger-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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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nqa-admin-test-icmp-echo] quit 

# 启动探测。 
[Switch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配置 Track 项 1，关联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的联动项 1。 
[SwitchA] track 1 nqa entry admin test reaction 1 

(3) 配置 Switch B 

# 配置到达 3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2.1.4。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 route-static 30.1.1.0 24 10.2.1.4 

# 配置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1.1.1。 
[SwitchB] ip route-static 20.1.1.0 24 10.1.1.1 

(4) 配置 Switch C 

# 配置到达 3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4.1.4。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ip route-static 30.1.1.0 24 10.4.1.4 

# 配置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3.1.1。 
[SwitchC] ip route-static 20.1.1.0 24 10.3.1.1 

(5) 配置 Switch D 

# 配置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2.1.2，优先级为缺省值 60，该路

由与 Track 项 1 关联。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ip route-static 20.1.1.0 24 10.2.1.2 track 1 

# 配置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4.1.3，优先级为 80。 
[SwitchD] ip route-static 20.1.1.0 24 10.4.1.3 preference 80 

# 配置到达 10.1.1.1 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2.1.2。 
[SwitchD] ip route-static 10.1.1.1 24 10.2.1.2 

# 创建管理员名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 的 NQA 测试组。 
[SwitchD] nqa entry admin test 

# 配置测试类型为 ICMP-echo。 
[SwitchD-nqa-admin-test] type icmp-echo 

# 配置测试的目的地址为 10.1.1.1，下一跳地址为 10.2.1.2，以便通过 NQA 检测 Switch D－

Switch B－Switch A 这条路径的连通性。 
[SwitchD-nqa-admin-test-icmp-echo] destination ip 10.1.1.1 

[SwitchD-nqa-admin-test-icmp-echo] next-hop ip 10.2.1.2 

# 配置测试频率为 100ms。 
[SwitchD-nqa-admin-test-icmp-echo] frequency 100 

# 配置联动项 1（连续失败 5 次触发联动）。 
[SwitchD-nqa-admin-test-icmp-echo] reaction 1 checked-element probe-fail 
threshold-type consecutive 5 action-type trigger-only 

[SwitchD-nqa-admin-test-icmp-echo] quit 

# 启动探测。 
[SwitchD] nqa schedule admin test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配置 Track 项 1，关联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的联动项 1。 



 

1-25 

[SwitchD] track 1 nqa entry admin test reaction 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上 Track 项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track all 

Track ID: 1 

  State: Positive 

  Duration: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32 seconds 

  Notification delay: Positive 0, Negative 0 (in seconds) 

  Tracked object: 

    NQA entry: admin test 

    Reaction: 1 

    Remote IP/URL: -- 

    Local IP: -- 

    Interface: -- 

# 显示 Switch A 的路由表。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10       Routes : 10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0.1.1.0/24         Direct 0    0            10.1.1.1        Vlan2 

10.1.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2.1.0/24         Static 60   0            10.1.1.2        Vlan2 

10.3.1.0/24         Direct 0    0            10.3.1.1        Vlan3 

10.3.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0.1.1.0/24         Direct 0    0            20.1.1.1        Vlan6 

20.1.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30.1.1.0/24         Static 60   0            10.1.1.2        Vlan2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NQA 测试的结果为主路由可达（Track项状态为 Positive），Switch A 通过 Switch 
B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 在 Switch B 上删除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undo ip address 

# 显示 Switch A 上 Track 项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track all 

Track ID: 1 

  State: Negative 

  Duration: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32 seconds 

  Notification delay: Positive 0, Negative 0 (in seconds) 

  Tracked object: 

    NQA entry: admin test 

    Reaction: 1 

    Remote IP/UR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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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 IP: -- 

    Interface: -- 

# 显示 Switch A 的路由表。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10       Routes : 10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0.1.1.0/24         Direct 0    0            10.1.1.1        Vlan2 

10.1.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2.1.0/24         Static 60   0            10.1.1.2        Vlan2 

10.3.1.0/24         Direct 0    0            10.3.1.1        Vlan3 

10.3.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0.1.1.0/24         Direct 0    0            20.1.1.1        Vlan6 

20.1.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30.1.1.0/24         Static 80   0            10.3.1.3        Vlan3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NQA 测试的结果为主路由不可达（Track 项状态为 Negative），则备份路由生

效，Switch A 通过 Switch C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 主路由出现故障后，2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仍然可以与 3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通信。 
[SwitchA] ping -a 20.1.1.1 30.1.1.1 

Ping 30.1.1.1: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1 ttl=254 time=2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2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3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4 ttl=254 time=2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5 ttl=254 time=1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30.1.1.1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1/2/1 ms 

# Switch D 上的显示信息与 Switch A 类似。主路由出现故障后，3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仍然可

以与 2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通信。 
[SwitchB] ping -a 30.1.1.1 20.1.1.1 

Ping 20.1.1.1: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1 ttl=254 time=2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2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3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4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5 ttl=254 time=1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20.1.1.1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1/2/1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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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静态路由、Track与BFD联动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连接了 20.1.1.0/24 和 30.1.1.0/24 两个网段，在交换机上配置静态

路由以实现两个网段的互通，并配置路由备份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 

Switch A 作为 20.1.1.0/24 网段内主机的缺省网关，在 Switch A 上存在两条到达 30.1.1.0/24 网段的

静态路由，下一跳分别为 Switch B 和 Switch C。这两条静态路由形成备份，其中： 

• 下一跳为 Switch B 的静态路由优先级高，作为主路由。该路由可达时，Switch A 通过 Switch 
B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 下一跳为 Switch C 的静态路作为备份路由。 

• 在 Switch A 上通过静态路由、Track 与 BFD 联动，实时判断主路由是否可达。当主路由不可

达时，BFD 能够快速地检测到路由故障，使得备份路由生效，Switch A 通过 Switch C 和

Switch B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同样地，Switch B 作为 30.1.1.0/24 网段内主机的缺省网关，在 Switch B 上存在两条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分别为 Switch A 和 Switch C。这两条静态路由形成备份，其中： 

• 下一跳为 Switch A 的静态路由优先级高，作为主路由。该路由可达时，Switch B 通过 Switch 
A 将报文转发到 20.1.1.0/24 网段。 

• 下一跳为 Switch C 的静态路作为备份路由。 

• 在 Switch B 上通过静态路由、Track 与 BFD 联动，实时判断主路由是否可达。当主路由不可

达时，BFD 能够快速地检测到路由故障，使得备份路由生效，Switch B 通过 Switch C 和

Switch A 将报文转发到 20.1.1.0/24 网段。 

2. 组网图 

图1-6 静态路由、Track 与 BFD 联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6 创建VLAN，在VLAN中加入对应的端口，并配置各VLAN接口的IP地址，具体配

置过程略。 

(2) 配置 Switch A 

# 配置到达 3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2.1.2，优先级为缺省值 60，该路

由与 Track 项 1 关联。 
<SwitchA>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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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 ip route-static 30.1.1.0 24 10.2.1.2 track 1 

# 配置到达 3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3.1.3，优先级为 80。 
[SwitchA] ip route-static 30.1.1.0 24 10.3.1.3 preference 80 

# 配置 BFD echo 报文的源地址为 10.10.10.10。 
[SwitchA] bfd echo-source-ip 10.10.10.10 

# 创建和 BFD 会话关联的 Track 项 1，检测 Switch A 是否可以与静态路由的下一跳 Switch B
互通。 
[SwitchA] track 1 bfd echo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remote ip 10.2.1.2 local ip 
10.2.1.1 

(3) 配置 Switch B 

# 配置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2.1.1，优先级为缺省值 60，该路

由与 Track 项 1 关联。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 route-static 20.1.1.0 24 10.2.1.1 track 1 

# 配置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4.1.3，优先级为 80。 
[SwitchB] ip route-static 20.1.1.0 24 10.4.1.3 preference 80 

# 配置 BFD echo 报文的源地址为 1.1.1.1。 
[SwitchB] bfd echo-source-ip 1.1.1.1 

# 创建和 BFD 会话关联的 Track 项 1，检测 Switch B 是否可以与静态路由的下一跳 Switch A
互通。 
[SwitchB] track 1 bfd echo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remote ip 10.2.1.1 local ip 
10.2.1.2 

(4) 配置 Switch C 

# 配置到达 3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4.1.2。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ip route-static 30.1.1.0 24 10.4.1.2 

# 配置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3.1.1。 
[SwitchB] ip route-static 20.1.1.0 24 10.3.1.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上 Track 项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track all 

Track ID: 1 

  State: Positive 

  Duration: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32 seconds 

  Notification delay: Positive 0, Negative 0 (in seconds) 

  Tracked object: 

    BFD session mode: Echo 

    Outgoing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PN instance name: -- 

    Remote IP: 10.2.1.2 

    Local IP: 10.2.1.1 

# 显示 Switch A 的路由表。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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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s : 9        Routes : 9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0.2.1.0/24         Direct 0    0            10.2.1.1        Vlan2 

10.2.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3.1.0/24         Direct 0    0            10.3.1.1        Vlan3 

10.3.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0.1.1.0/24         Direct 0    0            20.1.1.1        Vlan5 

20.1.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30.1.1.0/24         Static 60   0            10.2.1.2        Vlan2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BFD 检测的结果为下一跳地址 10.2.1.2 可达（Track 项状态为 Positive），主路

由生效，Switch A 通过 Switch B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 在 Switch B 上删除 VLAN 接口 2 的 IP 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undo ip address 

# 显示 Switch A 上 Track 项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track all 

Track ID: 1 

  State: Negative 

  Duration: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32 seconds 

  Notification delay: Positive 0, Negative 0 (in seconds) 

  Tracked object: 

    BFD session mode: Echo 

    Outgoing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PN instance name: -- 

    Remote IP: 10.2.1.2 

    Local IP: 10.2.1.1 

# 显示 Switch A 的路由表。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9        Routes : 9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0.2.1.0/24         Direct 0    0            10.2.1.1        Vlan2 

10.2.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3.1.0/24         Direct 0    0            10.3.1.1        Vlan3 

10.3.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0.1.1.0/24         Direct 0    0            20.1.1.1        Vlan5 

20.1.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30.1.1.0/24         Static 80   0            10.3.1.3        Vlan3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BFD 检测的结果为下一跳地址 10.2.1.2 不可达（Track 项状态为 Negative），
备份路由生效，Switch A 通过 Switch C 和 Switch B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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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路由出现故障后，2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仍然可以与 3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通信。 
[SwitchA] ping -a 20.1.1.1 30.1.1.1 

Ping 30.1.1.1: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1 ttl=254 time=2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2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3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4 ttl=254 time=2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5 ttl=254 time=1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30.1.1.1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1/2/1 ms 

# Switch B 上的显示信息与 Switch A 类似。主路由出现故障后，3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仍然可

以与 2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通信。 
[SwitchB] ping -a 30.1.1.1 20.1.1.1 

Ping 20.1.1.1: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1 ttl=254 time=2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2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3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4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5 ttl=254 time=1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20.1.1.1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1/2/1 ms 

1.8.6  VRRP、Track与接口管理联动配置举例（Master监视上行接口） 

1. 组网需求 

• Host A 需要访问 Internet 上的 Host B，Host A 的缺省网关为 10.1.1.10/24； 

• Switch A 和 Switch B 属于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0 的备份组 1； 

• 当 Switch A 正常工作时，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A 转发；当通过接口管理

监测到 Switch A 连接上行链路的 VLAN 接口 3 出现故障时，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

过 Switch B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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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7 VRRP、Track 与接口管理联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7 创建VLAN，在VLAN中加入对应的端口，并配置各VLAN接口的IP地址，具体配

置过程略。 

(2) 在 Switch A 上配置 Track 项 

# 创建 Track 项 1，与上行接口 VLAN 接口 3 的链路状态关联。 
[SwitchA] track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3) 在 Switch A 上配置 VRRP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0。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0.1.1.10 

# 设置 Switch A 在备份组 1 中的优先级为 110。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priority 110 

# 设置监视 Track 项。 
[SwitchA-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track 1 priority reduced 30 

(4) 在 Switch B 上配置 VRRP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 创建备份组 1，并配置备份组 1 的虚拟 IP 地址为 10.1.1.10。 
[SwitchB-Vlan-interface2] vrrp vrid 1 virtual-ip 10.1.1.10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在 Host A 上可以 ping 通 Host B。通过 display vrrp 命令查看配置后的结果。 

# 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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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11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0.1.1.1 

   VRRP Track Information: 

     Track Object   : 1              State : Positive          Pri Reduced : 30 

# 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Become Master    : 2200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0 

     Master IP        : 10.1.1.1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在备份组 1 中 Switch A 为 Master，Switch B 为 Backup，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A 转发。 

# 在 Switch A 上关闭 VLAN 接口 3。 
[SwitchA-Vlan-interface2]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A-Vlan-interface3] shutdown 

关闭 Switch A 的上行接口后，在 Host A 上仍然可以 ping 通 Host B。通过 display vrrp 命令查

看备份组的信息。 

# 关闭 Switch A 的上行接口后，显示 Switch A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A-Vlan-interface3]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Backup 

     Config Pri       : 110             Running Pri  : 8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Become Master    : 2200ms left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0 

     Master IP        : 10.1.1.2 

   VRRP Track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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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k Object   : 1              State : Negative          Pri Reduced : 30 

# 关闭 Switch A 的上行接口后，显示 Switch B 上备份组 1 的详细信息。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vrrp verbose 

IPv4 Virtual Router Information: 

 Running Mode      : Standard 

 Total number of virtual routers : 1 

   Interface Vlan-interface2 

     VRID             : 1               Adver Timer  : 100 

     Admin Status     : Up              State        : Master 

     Config Pri       : 100             Running Pri  : 100 

     Preempt Mode     : Yes             Delay Time   : 0 

     Auth Type        : None 

     Virtual IP       : 10.1.1.10 

     Virtual MAC      : 0000-5e00-0101 

     Master IP        : 10.1.1.2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关闭 Switch A 的上行接口后，Switch A 的优先级降低为 80，成为 Backup，Switch 
B 成为 Master，Host A 发送给 Host B 的报文通过 Switch B 转发。 

1.8.7  静态路由、Track与LLDP联动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evice A、Device B 和 Device C 连接了 20.1.1.0/24 和 30.1.1.0/24 两个网段，在交换机上配置静

态路由以实现两个网段的互通，并配置路由备份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 

Device A 作为 20.1.1.0/24 网段内主机的缺省网关，在 Device A 上存在两条到达 30.1.1.0/24 网段

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分别为 Device B 和 Device C。这两条静态路由形成备份，其中： 

• 下一跳为Device B的静态路由优先级高，作为主路由。该路由可达时，Device A通过Device 
B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 下一跳为 Device C 的静态路作为备份路由。 

• 在 Device A 上通过静态路由、Track 与 LLDP 联动，实时判断主路由是否可达。当主路由不

可达时，LLDP 能够检测到路由故障，使得备份路由生效，Device A 通过 Device C和 Device 
B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同样地，Device B作为 30.1.1.0/24网段内主机的缺省网关，在Device B上存在两条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分别为 Device A 和 Device C。这两条静态路由形成备份，其中： 

• 下一跳为Device A的静态路由优先级高，作为主路由。该路由可达时，Device B通过Device 
A 将报文转发到 20.1.1.0/24 网段。 

• 下一跳为 Device C 的静态路作为备份路由。 

• 在 Device B 上通过静态路由、Track 与 LLDP 联动，实时判断主路由是否可达。当主路由不

可达时，LLDP 能够检测到路由故障，使得备份路由生效，Device B 通过 Device C和 Device 
A 将报文转发到 20.1.1.0/24 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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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8 静态路由、Track 与 LLDP 联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8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Device A 

# 配置到达 3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2.1.2，优先级为缺省值 60，该路由与

Track 项 1 关联。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ip route-static 30.1.1.0 24 10.2.1.2 track 1 

# 配置到达 3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3.1.3，优先级为 80。 
[DeviceA] ip route-static 30.1.1.0 24 10.3.1.3 preference 80 

# 全局开启 LLDP 功能。 
[DeviceA] lldp global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LLDP 功能（此步骤可省略，LLDP 功能在接口上缺省开启）。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1] lldp enable 

# 创建和 LLDP 邻居关联的 Track 项 1，检测 Device A 是否可以与静态路由的下一跳 Device B 互

通。 
[DeviceA] track 1 lldp neighbor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3) 配置 Device B 

# 配置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2.1.1，优先级为缺省值 60，该路由与

Track 项 1 关联。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ip route-static 20.1.1.0 24 10.2.1.1 track 1 

# 配置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4.1.3，优先级为 80。 
[DeviceB] ip route-static 20.1.1.0 24 10.4.1.3 preference 80 

# 全局开启 LLDP 功能。 
[DeviceB] lldp global enable 

#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LLDP 功能（此步骤可省略，LLDP 功能在接口上缺省开启）。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lldp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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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和 LLDP 邻居关联的 Track 项 1，检测 Device B 是否可以与静态路由的下一跳 Device A 互

通。 
[DeviceB] track 1 lldp neighbor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4) 配置 Device C 

# 配置到达 3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4.1.2。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ip route-static 30.1.1.0 24 10.4.1.2 

# 配置到达 20.1.1.0/24 网段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3.1.1。 
[DeviceC] ip route-static 20.1.1.0 24 10.3.1.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evice A 上 Track 项的信息。 
[DeviceA] display track all 

Track ID: 1 

  State: Positive 

  Duration: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32 seconds 

  Notification delay: Positive 0, Negative 0 (in seconds) 

  Tracked object: 

    LLD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 显示 Device A 的路由表。 
[Device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9        Routes : 9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0.2.1.0/24         Direct 0    0            10.2.1.1        GE1/0/1 

10.2.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3.1.0/24         Direct 0    0            10.3.1.1        GE1/0/2 

10.3.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0.1.1.0/24         Direct 0    0            20.1.1.1        GE1/0/3 

20.1.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30.1.1.0/24         Static 60   0            10.2.1.2        GE1/0/1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LLDP 检测的结果为下一跳地址 10.2.1.2 可达（Track 项状态为 Positive），主

路由生效，Device A 通过 Device B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 在 Device B 上关闭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 LLDP 功能。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undo lldp enable 

# 显示 Device A 上 Track 项的信息。 
[DeviceA] display track all 

Track ID: 1 

  State: Negative 

  Duration: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32 seconds 

  Notification delay: Positive 0, Negative 0 (in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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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ked object: 

    LLDP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 

# 显示 Device A 的路由表。 
[Device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9        Routes : 9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10.2.1.0/24         Direct 0    0            10.2.1.1        GE1/0/1 

10.2.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3.1.0/24         Direct 0    0            10.3.1.1        GE1/0/2 

10.3.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0.1.1.0/24         Direct 0    0            20.1.1.1        GE1/0/3 

20.1.1.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30.1.1.0/24         Static 80   0            10.3.1.3        GE1/0/2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LLDP 检测的结果为下一跳地址 10.2.1.2 不可达（Track 项状态为 Negative），
备份路由生效，Device A 通过 Device C 和 Device B 将报文转发到 30.1.1.0/24 网段。 

# 主路由出现故障后，2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仍然可以与 3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通信。 
[DeviceA] ping -a 20.1.1.1 30.1.1.1 

Ping 30.1.1.1: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1 ttl=254 time=2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2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3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4 ttl=254 time=2 ms 

Reply from 30.1.1.1: bytes=56 Sequence=5 ttl=254 time=1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30.1.1.1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1/2/1 ms 

# Device B 上的显示信息与 Device A 类似。主路由出现故障后，3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仍然可

以与 20.1.1.0/24 网段内的主机通信。 
[DeviceB] ping -a 30.1.1.1 20.1.1.1 

Ping 20.1.1.1: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1 ttl=254 time=2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2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3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4 ttl=254 time=1 ms 

Reply from 20.1.1.1: bytes=56 Sequence=5 ttl=254 time=1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20.1.1.1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1/2/1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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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Smart Link、Track和CFD联动配置举例 

具体配置举例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Smart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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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配置指导主要介绍网络管理和监控相关功能的原理及具体配置。通过这些功能，您可以对网络进

行管理和监控，包括查看系统信息、对网络流量进行统计、对网络质量进行分析、对网络内所有具

有时钟的设备进行时钟同步，并可以使用 ping、tracert、debug 等命令来检查、调试当前网络的

连接情况。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技术支持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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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交换机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全兼容性手册 列出S5200S-EI & S5200S-HI的兼容性声明，并对兼容性和安

全的细节进行说明 

快速安装指南 指导您对设备进行初始安装、配置，通常针对 常用的情况，

减少您的检索时间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S5200S-EI & S5200S-HI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

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S5200S-EI & S5200S-HI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

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的功能 

运行维护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S5200S-EI & S5200S-HI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

版本配套说明、兼容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zgsm_service@thunis.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10-9998（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unis-h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zgsm_info@thunis.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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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维护与调试 

1.1  Ping功能 

1.1.1  Ping功能简介 

通过使用 Ping 功能，用户可以检查指定地址的设备是否可达，测试链路是否通畅。 

Ping 功能是基于 ICMP（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协议来实现的：

源端向目的端发送 ICMP 回显请求（ECHO-REQUEST）报文后，根据是否收到目的端的 ICMP 回

显应答（ECHO-REPLY）报文来判断目的端是否可达，对于可达的目的端，再根据发送报文个数、

接收到响应报文个数以及 Ping 过程报文的往返时间来判断链路的质量。 

图1-1 Ping 原理示意图 

 
 

Ping功能也可以通过ping -r命令查看到链路的具体路由，如 图 1-1 所示，原理为： 

(2) 源端（Device A）发送 RR 选项（ICMP 报文中的一个字段）为空的 ICMP 回显请求给目的端

（Device C）。 

(3) 中间设备（Device B）将自己出接口的 IP 地址（1.1.2.1）添加到 ICMP 回显请求报文的 RR
选项中，并转发该报文。 

(4) 目的端收到请求报文后，发送 ICMP回显响应报文，响应报文会拷贝请求报文的RR选项，并

将自己出接口的 IP 地址（1.1.2.2）添加到 RR 选项中。 

(5) 中间设备将自己出接口的 IP 地址（1.1.1.2）添加到 RR 选项中，并转发该报文。 

源端收到 ICMP 回显响应报文，将自己入接口的 IP 地址（1.1.1.1）添加到 RR 选项中。最后得到，

Device A 到 Device C 具体路由为 1.1.1.1 <-> {1.1.1.2; 1.1.2.1} <-> 1.1.2.2。 

1.1.2  Ping操作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操作。 

• 检查 IPv4 网络中的指定地址是否可达。 
ping [ ip ] [ -a source-ip | -c count | -f | -h ttl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m interval | -n | -p pad | -q | -r | -s packet-size | -t 
timeout | -tos tos | -v ] *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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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网络传输速度较慢，在使用本命令时，可适当增大超时时间-t 参数的值。 

• 检查 IPv6 网络中的指定地址是否可达。 

ping ipv6 [ -a source-ipv6 | -c count | -i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m interval | -q | -s packet-size | -t timeout | -tc 
traffic-class | -v ] * host 
若网络传输速度较慢，在使用本命令时，可适当增大超时时间-t 参数的值。 

1.1.3  Ping功能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检查 Device A 与 Device C 之间是否路由可达，如果路由可达，需要了解 Device A 到 Device C 的

路由细节。 

2. 组网图 

图1-2 Ping 应用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使用 ping 命令查看 Device A 和 Device C 之间路由是否可达。 
<DeviceA> ping 1.1.2.2 

Ping 1.1.2.2 (1.1.2.2):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56 bytes from 1.1.2.2: icmp_seq=0 ttl=254 time=2.137 ms 

56 bytes from 1.1.2.2: icmp_seq=1 ttl=254 time=2.051 ms 

56 bytes from 1.1.2.2: icmp_seq=2 ttl=254 time=1.996 ms 

56 bytes from 1.1.2.2: icmp_seq=3 ttl=254 time=1.963 ms 

56 bytes from 1.1.2.2: icmp_seq=4 ttl=254 time=1.991 ms 

 

--- Ping statistics for 1.1.2.2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packet(s) received, 0.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1.963/2.028/2.137/0.062 ms 

以上显示信息表明 Device A 给 Device C 发送了 5 个 ICMP 报文，收到 5 个 ICMP 报文，没有报文

丢失，路由可达。 

1.2  Tracert功能 

1.2.1  Tracert功能简介 

通过使用 Tracert 功能，用户可以查看 IP 报文从源端到达目的端所经过的三层设备，从而检查网络

连接是否可用。当网络出现故障时，用户可以使用该功能分析出现故障的网络节点。 

Device A Device B Device C

1.1.1.1/24 1.1.1.2/24 1.1.2.1/24 1.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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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Tracert 原理示意图 

 

 

Tracert功能也是基于ICMP协议来实现的，如 图 1-3 所示，Tracert功能的原理为： 

(1) 源端（Device A）向目的端（Device D）发送一个 IP 数据报文，TTL 值为 1，报文的 UDP 端

口号是目的端的任何一个应用程序都不可能使用的端口号； 

(2) 第一跳（即该报文所到达的第一个三层设备，Device B）回应一个 TTL 超时的 ICMP 错误消

息（该报文中含有第一跳的 IP 地址 1.1.1.2），这样源端就得到了第一个三层设备的地址

（1.1.1.2）； 

(3) 源端重新向目的端发送一个 IP 数据报文，TTL 值为 2； 

(4) 第二跳（Device C）回应一个 TTL 超时的 ICMP 错误消息，这样源端就得到了第二个三层设

备的地址（1.1.2.2）； 

(5) 以上过程不断进行，直到该报文到达目的端，因目的端没有应用程序使用该 UDP端口，目的

端返回一个端口不可达的 ICMP 错误消息（携带了目的端的 IP 地址 1.1.3.2）； 

(6) 当源端收到这个端口不可达的 ICMP 错误消息后，就知道报文已经到达了目的端，从而得到

数据报文从源端到目的端所经历的路径（1.1.1.2；1.1.2.2；1.1.3.2）。 

1.2.2  配置准备 

IPv4 网络环境： 

• 需要在中间设备（源端与目的端之间的设备）上开启 ICMP 超时报文发送功能。如果中间设备

是 UNIS 设备，需要在设备上执行 ip ttl-expires enable 命令（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

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命令参考”中的“IP 性能优化”）。 

• 需要在目的端开启 ICMP目的不可达报文发送功能。如果目的端是UNIS设备，需要在设备上

执行 ip unreachables enable 命令（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命令

参考”中的“IP 性能优化”）。 

IPv6 网络环境： 

• 需要在中间设备（源端与目的端之间的设备）上开启设备的 ICMPv6 超时报文的发送功能。

如果中间设备是 UNIS 设备，需要在设备上执行 ipv6 hoplimit-expires enable 命令

（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命令参考”中的“IPv6 基础”）。 

Device A Device B Device DDevice C

1.1.1.1/24

1.1.1.2/24

Hop Lmit=1

TTL exceeded

1.1.2.1/24 1.1.3.1/24

1.1.2.2/24 1.1.3.2/24

Hop Lmit=2

TTL exceeded

UDP port unreachable
Hop Lmi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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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在目的端开启设备的 ICMPv6目的不可达报文的发送功能。如果目的端是UNIS设备，需

要在设备上执行 ipv6 unreachables enable 命令（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

-IP 业务命令参考”中的“IPv6 基础”）。 

1.2.3  Tracert操作 

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操作。 

• 在 IPv4 网络环境查看源端到目的端的路由。 
tracert [ -a source-ip | -f first-ttl | -m max-ttl | -p port | -q 
packet-number | -t tos | -w timeout ] * host 

• 在 IPv6 网络环境查看源端到目的端的路由。 

tracert ipv6 [ -f first-hop | -m max-hops | -p port | -q packet-number | -t 
traffic-class | -w timeout ] * host 

1.2.4  Tracert功能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evice A 使用 Telnet 登录 Device C 失败，现需要确认 Device A 与 Device C 之间是否路由可达，

如果路由不可达，需要确定故障的网络节点。 

2. 组网图 

图1-4 Tracert 应用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在Device A、Device B和Device C上分别配置IP地址，IP地址值如 图 1-4 所示。 

(2) 在 Device A 上配置一条静态路由。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ip route-static 0.0.0.0 0.0.0.0 1.1.1.2 

(3) 使用 ping 命令查看 Device A 和 Device C 之间路由是否可达。 
<DeviceA> ping 1.1.2.2 

Ping 1.1.2.2 (1.1.2.2): 56 data bytes, press CTRL_C to break 

Request time out 

Request time out 

Request time out 

Request time out 

Request time out 

 

--- Ping statistics for 1.1.2.2 --- 

5 packet(s) transmitted, 0 packet(s) received, 100.0% packet loss 

(4) 路由不可达，使用 tracert 命令确定故障的网络节点。 

Device A Device B Device C

1.1.1.1/24 1.1.1.2/24 1.1.2.1/24 1.1.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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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Device B 上开启 ICMP 超时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B] ip ttl-expires enable 

# 在 Device C 上开启 ICMP 目的不可达报文发送功能。 
[DeviceC] ip unreachables enable 

# 在 Device A 上使用 tracert 命令确定故障的网络节点。 
[DeviceA] tracert 1.1.2.2 

traceroute to 1.1.2.2 (1.1.2.2), 30 hops at most, 40 bytes each packet, press CTRL_C to break 

 1  1.1.1.2 (1.1.1.2) 1 ms 2 ms 1 ms 

 2  * * * 

 3  * * * 

 4  * * * 

 5 

[DeviceA] 

从上面结果可以看出，Device A 和 Device C 之间路由不可达。Device A 发往 Device C 的报文已经

到达 Device B，Device B 和 Device C 之间的连接出了问题。此时可以在 Device A 和 Device C 上

使用 debugging ip icmp 命令打开 ICMP 报文的调试开关，查看设备有没有收发指定的 ICMP
报文。或者使用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查看有没有到对端的路由。 

1.3  系统调试 

1.3.1  系统调试简介 

设备提供了种类丰富的调试功能。设备支持的大部分功能模块，系统都提供了相应的调试信息，帮

助用户对错误进行诊断和定位。 

调试信息的输出可以由两个开关控制： 

• 模块调试开关，控制是否生成某模块的调试信息。 

• 屏幕输出开关，控制是否在某个用户屏幕上显示调试信息。屏幕输出开关可以使用

terminal monitor 和 terminal logging level 命令打开，terminal monitor 和

terminal logging level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与监控命令参考”中的“信

息中心”。 

如 图 1-5 所示：假设设备可以为 1、2、3 三个模块提供调试信息，用户只有将两个开关都打开，调

试信息才会在终端显示出来。 

在控制台上显示是最常用的调试信息输出方式，用户还可以将调试信息发送到别的输出方向，具体

配置请参见“网络管理与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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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系统调试开关关系图 

 
 

1.3.2  系统调试操作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debugging 命令一般在维护人员进行网络故障诊断时使用。由于调试信息的输出会影响系统的运

行效率，所以建议在需要进行网络故障诊断时根据需要打开某个功能模块的调试开关，不要同时打

开多个功能模块的调试开关。在调试结束后，建议使用 undo debugging all 命令关闭所有模块

的调试开关。 

2. 配置步骤 

(1) 打开指定模块的调试开关。 
debugging module-name [ option ] 

缺省情况下，所有模块的调试开关均处于关闭状态。 

该命令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2) （可选）显示已经打开的调试开关。 
display debugging [ module-name ]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i 

目  录 

1 NQA ··························································································································· 1-1 

1.1 NQA简介 ·················································································································· 1-1 

1.1.1 NQA工作机制 ··································································································· 1-1 

1.1.2 支持联动功能 ···································································································· 1-2 

1.1.3 支持阈值告警功能 ······························································································ 1-2 

1.1.4 NQA模板 ········································································································· 1-3 

1.2 NQA配置任务简介 ······································································································ 1-3 

1.3 配置NQA服务器 ········································································································· 1-3 

1.4 使能NQA客户端功能 ··································································································· 1-4 

1.5 在NQA客户端上配置NQA测试组 ···················································································· 1-4 

1.5.1 NQA测试组配置任务简介 ···················································································· 1-4 

1.5.2 配置ICMP-echo测试 ··························································································· 1-5 

1.5.3 配置ICMP-jitter测试 ···························································································· 1-6 

1.5.4 配置DHCP测试 ································································································· 1-7 

1.5.5 配置DNS测试 ···································································································· 1-8 

1.5.6 配置FTP测试 ···································································································· 1-8 

1.5.7 配置HTTP测试 ································································································ 1-10 

1.5.8 配置UDP-jitter测试 ··························································································· 1-11 

1.5.9 配置SNMP测试 ······························································································· 1-12 

1.5.10 配置TCP测试 ································································································ 1-13 

1.5.11 配置UDP-echo测试 ························································································ 1-14 

1.5.12 配置UDP-tracert测试 ······················································································ 1-15 

1.5.13 配置Voice测试 ······························································································· 1-17 

1.5.14 配置DLSw测试 ······························································································ 1-19 

1.5.15 配置Path-jitter测试 ························································································· 1-19 

1.5.16 配置NQA测试组通用参数 ················································································· 1-21 

1.5.17 配置联动功能 ································································································ 1-22 

1.5.18 配置阈值告警功能 ·························································································· 1-22 

1.5.19 配置NQA统计功能 ·························································································· 1-24 

1.5.20 配置NQA历史记录功能 ···················································································· 1-25 

1.5.21 在NQA客户端上调度NQA测试组 ······································································· 1-26 

1.6 在NQA客户端上配置NQA模板 ····················································································· 1-26 

1.6.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1-26 



ii 

1.6.2 NQA模板配置任务简介 ····················································································· 1-26 

1.6.3 配置ICMP类型的NQA模板 ················································································· 1-27 

1.6.4 配置DNS类型的NQA模板 ·················································································· 1-28 

1.6.5 配置TCP类型的NQA模板 ·················································································· 1-30 

1.6.6 配置TCP Half Open类型的NQA模板 ···································································· 1-31 

1.6.7 配置UDP类型的NQA模板 ·················································································· 1-32 

1.6.8 配置HTTP类型的NQA模板 ················································································· 1-33 

1.6.9 配置HTTPS类型的NQA模板 ··············································································· 1-35 

1.6.10 配置FTP类型的NQA模板 ················································································· 1-37 

1.6.11 配置RADIUS类型的NQA模板 ············································································ 1-38 

1.6.12 配置SSL类型的NQA模板 ················································································· 1-39 

1.6.13 配置NQA模板通用参数 ···················································································· 1-40 

1.7 NQA显示和维护 ······································································································· 1-41 

1.8 NQA典型配置举例 ···································································································· 1-42 

1.8.1 ICMP-echo测试配置举例 ··················································································· 1-42 

1.8.2 ICMP-jitter测试配置举例 ···················································································· 1-43 

1.8.3 DHCP测试配置举例 ························································································· 1-46 

1.8.4 DNS测试配置举例 ···························································································· 1-47 

1.8.5 FTP测试配置举例 ···························································································· 1-48 

1.8.6 HTTP测试配置举例 ·························································································· 1-49 

1.8.7 UDP-jitter测试配置举例 ····················································································· 1-51 

1.8.8 SNMP测试配置举例 ························································································· 1-53 

1.8.9 TCP测试配置举例 ···························································································· 1-55 

1.8.10 UDP-echo测试配置举例 ·················································································· 1-56 

1.8.11 UDP-tracert测试配置举例 ················································································ 1-57 

1.8.12 Voice测试配置举例 ························································································· 1-59 

1.8.13 DLSw测试配置举例 ························································································ 1-61 

1.8.14 Path-jitter测试配置举例 ··················································································· 1-63 

1.8.15 NQA联动配置举例 ·························································································· 1-64 

1.8.16 ICMP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 1-67 

1.8.17 DNS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 1-68 

1.8.18 TCP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 1-69 

1.8.19 TCP Half Open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 1-69 

1.8.20 UDP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 1-70 

1.8.21 HTTP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 1-71 

1.8.22 HTTPS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 1-72 



iii 

1.8.23 FTP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 1-73 

1.8.24 RADIUS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 1-74 

1.8.25 SSL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 1-74 

 



 

1-1 

1 NQA 
1.1  NQA简介 

NQA（Network Quality Analyzer，网络质量分析）通过发送探测报文，对链路状态、网络性能、网

络提供的服务及服务质量进行分析，并为用户提供标识当前网络性能和服务质量的参数，如时延、

抖动时间、TCP 连接建立时间、FTP 连接建立时间和文件传输速率等。利用 NQA 的分析结果，用

户可以及时了解网络的性能状况，针对不同的网络性能进行相应处理并对网络故障进行诊断和定位。 

1.1.1  NQA工作机制 

图1-1 NQA 测试典型组网图 

 

 

如 图 1-1 所示，NQA测试的典型组网中包括以下两部分： 

• NQA 测试的源端设备：又称为 NQA 客户端，负责发起 NQA 测试，并统计探测结果。NQA
测试组在 NQA 客户端上创建。NQA 测试组是一组测试参数的集合，如测试类型、测试目的

地址、测试目的端口等。NQA 测试组由一个管理员名称和一个操作标签来标识。管理员通过

NQA 测试组来实现对 NQA 测试的管理和调度。在一台设备上可以创建多个 NQA 测试组，可

以同时启动多个 NQA 测试组进行测试。 

• NQA 测试的目的端设备：负责接收、处理和响应 NQA 客户端发来的探测报文。 

 在进行 TCP、UDP-echo、UDP-jitter 和 Voice 类型测试时，必须在目的端设备上配置 NQA
服务器功能，开启指定 IP 地址和端口上的监听服务。此时，目的端设备又称为 NQA 服务

器。当 NQA 服务器接收到客户端发送给指定 IP 地址和端口的探测报文后，将对其进行处

理，并发送响应报文。 

 在其他类型的测试中，目的端设备只要能够处理 NQA 客户端发送的探测报文即可，不需要

配置 NQA 服务器功能。例如，在 FTP 测试中，目的端设备上需要配置 FTP 服务器相关功

能，以便处理客户端发送的 FTP 报文，而无需配置 NQA 服务器功能。 

NQA 测试的过程为： 

(1) NQA 客户端构造指定测试类型的探测报文，并发送给目的端设备； 

(2) 目的端设备收到探测报文后，回复应答报文； 

(3) NQA 客户端根据是否收到应答报文，以及接收应答报文的时间，计算报文丢失率、往返时间

等。 

启动 NQA 测试组后，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测试，测试的时间间隔由 frequency 命令来设定。 

一次 NQA 测试由若干次连续的探测组成，探测的次数由 probe count 命令来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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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Voice 和 Path-jitter 测试，一次测试中只能进行一次探测，不能通过配置修改测试中探测的次

数。 

1.1.2  支持联动功能 

联动功能是指在监测模块、Track 模块和应用模块之间建立关联，实现这些模块之间的联合动作。

联动功能利用监测模块对链路状态、网络性能等进行监测，并通过 Track 模块将监测结果及时通知

给应用模块，以便应用模块进行相应的处理。联动功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

的“Track”。 

NQA 可以作为联动功能的监测模块，对 NQA 探测结果进行监测，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一定数

目时，就通过 Track 模块触发应用模块进行相应的处理。 

目前，NQA 可以通过 Track 模块建立关联的应用模块包括： 

• VRRP（Virtual Router Redundancy Protocol，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 

• 静态路由 

• 策略路由 

• 流量重定向 

• Smart Link 

以静态路由为例，用户配置了一条静态路由，下一跳为 192.168.0.88。通过在 NQA、Track 模块和

静态路由模块之间建立联动，可以实现静态路由有效性的判断： 

(1) 通过 NQA 监测地址 192.168.0.88 是否可达。 

(2) 如果 192.168.0.88 可达，则认为该静态路由有效，NQA 不通知 Track 模块改变 Track 项的状

态；如果 NQA 发现 192.168.0.88 不可达，则通知 Track 模块改变 Track 项的状态。 

(3) Track 模块将改变后的 Track 项状态通知给静态路由模块。静态路由模块据此可以判断该静态

路由项是否有效。 

1.1.3  支持阈值告警功能 

NQA 可以对探测结果进行监测，在本地记录监测结果，或通过 Trap 消息将监测结果通知给网络管

理系统，以便网络管理员了解 NQA 测试运行结果和网络性能。 

NQA阈值告警功能支持的监测对象及对应的测试类型，如 表 1-1 所示。 

表1-1 NQA 阈值告警功能支持的监测对象及对应的测试类型 

监测对象 支持的测试类型 

探测持续时间 ICMP-echo、DHCP、DNS、FTP、HTTP、SNMP、
TCP、UDP-echo和DLSw测试类型 

探测失败次数 ICMP-echo、DHCP、DNS、FTP、HTTP、SNMP、
TCP、UDP-echo和DLSw测试类型 

报文往返时间 ICMP-jitter、UDP-jitter和Voice测试类型 

丢弃报文数目 ICMP-jitter、UDP-jitter和Voice测试类型 

源到目的或目的到源的单向抖动时间 ICMP-jitter、UDP-jitter和Voice测试类型 

源到目的或目的到源的单向时延 ICMP-jitter、UDP-jitter和Voice测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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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对象 支持的测试类型 

ICPIF（Calculated Planning Impairment Factor，计算计划

损伤元素）值 

ICPIF的详细介绍请参见“1.5.13  配置Voice测试” 
Voice测试类型 

MOS（Mean Opinion Scores，平均意见得分）值 

MOS的详细介绍请参见“1.5.13  配置Voice测试” 
Voice测试类型 

 

1.1.4  NQA模板 

NQA 模板是一组测试参数的集合（如测试目的地址、测试目的端口、测试目标服务器的 URL 等）。

NQA 模板供外部特性调用，可以为外部特性提供测试数据，以便其进行相应处理。NQA 模板通过

模板名唯一标识。在一台设备上可以创建多个 NQA 模板。 

1.2  NQA配置任务简介 

NQA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NQA服务器 

在进行 TCP、UDP-echo、UDP-jitter 和 Voice 类型测试前，必须在目的端设备上进行本配置。

进行其他类型测试时，不需要进行本配置。 

(2) 使能NQA客户端功能 

(3) 配置 NQA 测试组和模板 

请至少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在NQA客户端上配置NQA测试组 

 在NQA客户端上配置NQA模板 

NQA 测试组配置完毕后，通过调度测试组就可以进行测试操作；NQA 模板配置完毕后并不

启动测试，需要从外部特性调用NQA模板后，设备自动创建NQA测试组并启动NQA测试。 

1.3  配置NQA服务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进行 TCP、UDP-echo、UDP-jitter 和 Voice 类型测试前，必须在目的端设备上进行本配置。进行

其他类型测试时，不需要进行本配置。 

在一个 NQA 服务器上可以配置多个 TCP（或 UDP）监听服务，每个监听服务对应一个监听的 IP
地址和一个端口号。 

配置的监听 IP 地址和端口号必须与 NQA 客户端上配置的目的 IP 地址和目的端口号一致，且不能

与已有的 TCP（或 UDP）监听服务冲突。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QA 服务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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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a serv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NQA 服务器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在 NQA 服务器上配置 TCP 监听服务。 
nqa server tcp-connect ip-address port-number [ tos tos ] 
仅 TCP 测试类型下必须进行本配置。 

(4) 在 NQA 服务器上配置 UDP 监听服务。 
nqa server udp-echo ip-address port-number [ tos tos ] 
仅 UDP-echo、UDP-jitter 和 Voice 测试类型下必须进行本配置。 

1.4  使能NQA客户端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使能 NQA 客户端功能。 
nqa agent enable 
缺省情况下，NQA 客户端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只有使能 NQA 客户端功能后，NQA 客户端的相关配置才会生效。 

1.5  在NQA客户端上配置NQA测试组 

1.5.1  NQA测试组配置任务简介 

NQA 测试组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 NQA 测试组 

 配置ICMP-echo测试 

 配置ICMP-jitter测试 

 配置DHCP测试 

 配置DNS测试 

 配置FTP测试 

 配置HTTP测试 

 配置UDP-jitter测试 

 配置SNMP测试 

 配置TCP测试 

 配置UDP-echo测试 

 配置UDP-tracert测试 

 配置Voice测试 

 配置DLSw测试 

 配置Path-jitter测试 

(2) （可选）配置NQA测试组通用参数 

(3) （可选）配置联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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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配置阈值告警功能 

(5) （可选）配置NQA统计功能 

(6) （可选）配置NQA历史记录功能 

(7) 在NQA客户端上调度NQA测试组 

1.5.2  配置ICMP-echo测试 

1. 功能简介 

ICMP-echo 测试利用 ICMP 协议，根据是否接收到应答报文判断目的主机的可达性。ICMP-echo
测试的功能与 ping 命令类似，但 ICMP-echo 测试中可以指定测试的下一跳设备。在源端和目的端

设备之间存在多条路径时，通过配置下一跳设备可以指定测试的路径。并且，与 ping 命令相比，

ICMP-echo 测试输出的信息更为丰富。 

对于 ICMP-echo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向目的端发送一个探测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ICMP-echo，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icmp-echo 

(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IPv4 网络）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IPv6 网络） 
destination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5)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地址。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使用指定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nterface 命令指定的接口必须为 up 状态。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v4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4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v6 地址。 
source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6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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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6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6) 配置探测报文出接口或下一跳 IP 地址。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探测报文出接口。 

out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设备通过查询路由表信息确认探测报文出接口。 

 配置探测报文的下一跳 IPv4 地址。 
next-hop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下一跳 IPv4 地址。 

 配置探测报文的下一跳 IPv6 地址。 
next-hop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下一跳 IPv6 地址。 

(7)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 
data-size size 

缺省情况下，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为 100 字节。 

(8)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的填充字符串。 
data-fill string 

探测报文的填充内容为十六进制 00010203040506070809。 

1.5.3  配置ICMP-jitter测试 

1. 功能简介 

语音、视频等实时性业务对时延抖动（Delay jitter）的要求较高。通过 ICMP-jitter 测试，可以获得

网络的单向和双向时延抖动，从而判断网络是否可以承载实时性业务。 

ICMP-jitter 测试的过程如下： 

(1) 源端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向目的端发送探测报文。 

(2) 目的端收到探测报文后，为它打上时间戳，并把带有时间戳的报文发送给源端。 

(3) 源端收到报文后，根据报文上的时间戳，计算出时延抖动，从而清晰地反映出网络状况。时

延抖动的计算方法为相邻两个报文的目的端接收时间间隔减去这两个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 

对于 ICMP-jitter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向目的端连续发送多个探测报文，发送探测报文的个数由

probe packet-number 命令来设定。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display nqa history 命令的显示信息无法反映 ICMP-jitter 测试的结果，如果想了解 ICMP-jitter
测试的结果，建议通过 display nqa result 命令查看最近一次 NQA 测试的当前结果，或通过

display nqa statistics 命令查看 NQA 测试的统计信息。 

进行本测试前需保证网络时钟的 NTP 同步。有关 NT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

导”的“NTP”。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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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ICMP-jitter，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icmp-jitter 

(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5) 配置一次 ICMP-jitter 探测中发送探测报文的个数。 
probe packet-number packet-number 
缺省情况下，一次 ICMP-jitter 探测中发送 10 个探测报文。 

(6) 配置 ICMP-jitter 测试中发送探测报文的时间间隔。 
probe packet-interval packet-interval 
缺省情况下，ICMP-jitter 测试中发送探测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20 毫秒。 

(7) 配置 ICMP-jitter 测试中等待响应报文的超时时间。 
probe packet-timeout packet-timeout 
缺省情况下，ICMP-jitter 测试中等待响应报文的超时时间为 3000 毫秒。 

(8)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败。 

1.5.4  配置DHCP测试 

1. 功能简介 

DHCP 测试主要用来测试网络上的 DHCP 服务器能否响应客户端请求，以及为客户端分配 IP 地址

所需的时间。 

NQA 客户端模拟 DHCP 中继转发 DHCP 请求报文向 DHCP 服务器申请 IP 地址的过程，DHCP 服

务器进行 DHCP 测试的接口 IP 地址不会改变。DHCP 测试完成后，NQA 客户端会主动发送报文释

放申请到的 IP 地址。 

对于 DHCP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完成一次向 DHCP 服务器申请一个 IP 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DHCP，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dhcp 

(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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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5) 配置探测报文出接口。 
out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设备通过查询路由表信息确认探测报文出接口。 

(6)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败。 

1.5.5  配置DNS测试 

1. 功能简介 

DNS 测试主要用来测试 NQA 客户端是否可以通过指定的 DNS 服务器将域名解析为 IP 地址，以及

域名解析过程需要的时间。 

DNS 测试只是模拟域名解析的过程，设备上不会保存要解析的域名与 IP 地址的对应关系。 

对于 DNS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完成一次将一个域名解析为 IP 地址。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DNS，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dns 

(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5) 配置要解析的域名。 
resolve-target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要解析的域名。 

1.5.6  配置FTP测试 

1. 功能简介 

FTP 测试主要用来测试 NQA 客户端是否可以与指定的 FTP 服务器建立连接，以及与 FTP 服务器

之间传送文件的时间，从而判断 FTP 服务器的连通性及性能。 

在进行 FTP 测试之前，需要获取 FTP 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对于 FTP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完成一次向 FTP 服务器上传或下载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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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进行 put 操作时，若配置了 filename，发送数据前判断 filename 指定的文件是否存在，如果

存在则上传该文件，如果不存在则探测失败。  

进行 get 操作时，如果 FTP 服务器上没有以 url 中所配置的文件名为名称的文件，则测试不会成

功。进行 get 操作时，设备上不会保存从服务器获取的文件。 

进行 get、put 操作时，请选用较小的文件进行测试，如果文件较大，可能会因为超时而导致测试

失败，或由于占用较多的网络带宽而影响其他业务。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FTP，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ftp 

(4) 配置 FTP 登录用户名。 
username user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FTP 登录用户名。 

(5) 配置 FTP 登录密码。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FTP 登录密码。 

(6)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败。 

(7) 配置 FTP 测试的数据传输方式。 
mode { active | passive } 

缺省情况下，FTP 测试的数据传输方式为主动方式。 

(8) 配置 FTP 测试的操作类型。 
operation { get | put } 
缺省情况下，FTP 操作方式为 get 操作，即从 FTP 服务器获取文件。 

(9) 配置 FTP 测试访问的网址。 
url url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FTP 测试访问的网址。 

url 可以设置为 ftp://host/filename 或 ftp://host:port/filename。当 FTP 测试的操作

类型为 get 方式时，必须在 url 中配置 filename 指定从 FTP 服务器获取的文件名。 

(10) 配置 FTP 服务器和客户端传送文件的文件名。 
filename file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FTP 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传送文件的文件名。 



 

1-10 

当 FTP 测试的操作类型为 put 方式时，必须配置本命令来指定向 FTP 服务器传送的文件。

当 FTP 测试的操作类型为 get 方式时，不以此命令为准。 

1.5.7  配置HTTP测试 

1. 功能简介 

HTTP 测试主要用来测试 NQA 客户端是否可以与指定的 HTTP 服务器建立连接，以及从 HTTP 服

务器获取数据所需的时间，从而判断 HTTP 服务器的连通性及性能。 

HTTP 测试支持如下操作类型： 

• get：从 HTTP 服务器获取数据。 

• post：向 HTTP 服务器提交数据。 

• raw：向 HTTP 服务器发送 RAW 请求报文。 

对于 HTTP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完成一次相应操作类型的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HTTP，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http 

(4) 配置 HTTP 测试访问的网址。 
url url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HTTP 测试访问的网址。 

url 配置形式为 http://host/resource 或 http://host:port/resource。 

(5) 配置 HTTP 登录用户名。 
username user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HTTP 登录用户名。 

(6) 配置 HTTP 登录密码。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HTTP 登录密码。 

(7) 配置 HTTP 测试所使用的协议版本。 
version { v1.0 | v1.1 } 
缺省情况下，HTTP 测试使用的版本为 1.0。 

(8) 配置 HTTP 测试的操作类型。 
operation { get | post | raw } 

缺省情况下，HTTP 操作方式为 get操作。如果 HTTP 操作方式为 raw操作，则向服务器发

送的探测报文的内容为 raw-request 视图中的内容。 

(9) 配置 HTTP 测试请求报文。 

a. 进入 raw-request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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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request 
输入 raw-request 命令进入 raw-request 视图，每次进入视图原有报文内容清除。 

b. 配置 HTTP 测试请求报文内容。 

逐个字符输入或拷贝粘贴请求报文内容。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HTTP 测试请求报文内容。 

c. 保存输入内容并退回测试类型视图。 
quit 

当配置 HTTP 测试的操作类型为 raw 时，必须完成此操作且保证发送的测试报文正确有效。 

(10)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败。 

1.5.8  配置UDP-jitter测试 

1. 功能简介 

语音、视频等实时性业务对时延的抖动时间（Delay jitter）的要求较高。通过 UDP-jitter 测试，可

以获得网络的单向和双向抖动的时间，从而判断网络是否可以承载实时性业务。 

UDP-jitter 测试的过程如下： 

(1) 源端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向目的端发送探测报文。 

(2) 目的端收到探测报文后，为它打上时间戳，并把带有时间戳的报文发送给源端。 

(3) 源端收到报文后，根据报文上的时间戳，计算出抖动时间，从而清晰地反映出网络状况。抖

动时间的计算方法为相邻两个报文的目的端接收时间间隔减去这两个报文的发送时间间隔。 

对于 UDP-jitter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连续发送多个探测报文，发送探测报文的个数由 probe 
packet-number 命令来设定。 

UDP-jitter测试需要NQA服务器和客户端配合才能完成。进行UDP-jitter测试之前，必须保证NQA服
务器端配置了UDP监听功能，配置方法请参见“1.3  配置NQA服务器”。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不要对知名端口，即 1～1023 之间的端口，进行 UDP-jitter 测试，否则可能导致 NQA 测试失

败或该知名端口对应的服务不可用。 

display nqa history 命令的显示信息无法反映 UDP-jitter 测试的结果，如果想了解 UDP-jitter
测试的结果，建议通过 display nqa result 命令查看最近一次 NQA 测试的当前结果，或通过

display nqa statistics 命令查看 NQA 测试的统计信息。 

进行本测试前需保证网络时钟的 NTP 同步。有关 NT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

导”的“NTP”。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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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UDP-jitter，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udp-jitter 

(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 IP 地址一致。 

(5)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 
destination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号。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端口号一致。 

(6)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败。 

(7)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端口。 
source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系统自动选择设备当前空闲的端口号。 

(8) 配置一次 UDP-jitter 探测中发送探测报文的个数。 
probe packet-number packet-number 
缺省情况下，一次 UDP-jitter 探测中发送 10 个探测报文。 

(9) 配置 UDP-jitter 测试中发送探测报文的时间间隔。 
probe packet-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UDP-jitter 测试中发送探测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20 毫秒。 

(10) 配置 UDP-jitter 测试中等待响应报文的超时时间。 
probe packet-timeout timeout 
缺省情况下，UDP-jitter 测试中等待响应报文的超时时间为 3000 毫秒。 

(11)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的大小。 
data-size size 
缺省情况下，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为 100 字节。 

(12)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的填充字符串。 
data-fill string 
探测报文的填充内容为十六进制 00010203040506070809。 

1.5.9  配置SNMP测试 

1. 功能简介 

SNMP 测试主要测试从 NQA 客户端向 SNMP Agent 设备发出一个 SNMP 协议查询，根据能否收到

应答报文判断 SNMP Agent 上提供的 SNMP 服务是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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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NMP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发送三个 SNMP 协议报文，分别对应 SNMPv1、SNMPv2c
和 SNMPv3 三个版本。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SNMP，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snmp 

(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5)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败。 

(6)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端口。 
source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系统自动选择设备当前空闲的端口号。 

(7) 配置用于 SNMPv1 或者 SNMPv2c 探测报文的团体名。 
community read { cipher | simple } community-name 
缺省情况下，SNMPv1 或者 SNMPv2c 探测报文使用的团体名为 public。 

该命令配置的团体名必须为 SNMP Agent 上已配置具有读权限的团体名。 

1.5.10  配置TCP测试 

1. 功能简介 

TCP 测试用来测试客户端和服务器指定端口之间是否能够建立 TCP 连接，以及建立 TCP 连接所需

的时间，从而判断服务器指定端口上提供的服务是否可用，及服务性能。 

TCP测试需要NQA服务器和客户端配合才能完成。在TCP测试之前，需要在NQA服务器端配置TCP
监听功能，配置方法请参见“1.3  配置NQA服务器”。 

对于 TCP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建立一次 TCP 连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TCP，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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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 IP 地址一致。 

(5)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 
destination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号。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端口号一致。 

(6)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败。 

1.5.11  配置UDP-echo测试 

1. 功能简介 

UDP-echo 测试可以用来测试客户端和服务器指定 UDP 端口之间的连通性以及 UDP 报文的往返时

间。 

UDP-echo测试需要NQA服务器和客户端配合才能完成。在进行UDP-echo测试之前，需要在NQA
服务器端配置UDP监听功能，配置方法请参见“1.3  配置NQA服务器”。 

对于 UDP-echo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发送一个探测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UDP-echo，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udp-echo 

(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 IP 地址一致。 

(5)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 
destination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号。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端口号一致。 

(6)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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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败。 

(7)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端口。 
source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系统自动选择设备当前空闲的端口号。 

(8)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 
data-size size 

缺省情况下，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为 100 字节。 

(9)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的填充字符串。 
data-fill string 
探测报文的填充内容为十六进制 00010203040506070809。 

1.5.12  配置UDP-tracert测试 

1. 功能简介 

UDP-tracert 测试可以用来发现源端到目的端之间的路径信息。UDP-tracert 测试和普通 Tracert 流
程一致，由源端发送一个目的端口不可达的报文，当目的端收到该报文后，会回复源端一个端口不

可达报文，以便使源端知道 Tracert 测试结束。 

对于 UDP-tracert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一个特定 TTL 值的节点发送一个探测报文。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UDP-tracert 测试不支持在 IPv6 网络中使用，如果要测试 IPv6 网络中目的主机的可达性，可以使

用 tracert ipv6 命令。tracert ipv6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命令参考”

中的“系统维护与调试”。 

3. 配置准备 

配置 UDP-tracert 测试需要在中间设备（源端与目的端之间的设备）上开启 ICMP 超时报文发送功

能。如果中间设备是 UNIS 设备，需要在设备上执行 ip ttl-expires enable 命令（该命令的

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命令参考”中的“IP 性能优化”）。 

需要在目的端开启 ICMP 目的不可达报文发送功能。如果目的端是 UNIS 设备，需要在设备上执行

ip unreachables enable 命令（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命令参考”中的

“IP 性能优化”）。 

4.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UDP-tracert，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udp-tracert 

(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主机名或目的 IP 地址。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主机名。 
destination host ho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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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主机名。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5)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 
destination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号为 33434。 

该端口必须是对端设备上未启用的端口，这样对端设备会回复目的端口不可达的 ICMP 差错

报文。 

(6) 配置探测报文的出接口。 
out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设备通过查询路由表信息确认探测报文出接口。 

(7)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使用指定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接口必须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会失败。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会失败。 

(8)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端口。 
source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系统自动选择设备当前空闲的端口号。 

(9) 配置测试最大连续失败次数。 
max-failure times 

缺省情况下，最大失败次数为 5。 

(10) 配置发送的探测报文的初始跳数。 
init-ttl value 
缺省情况下，UDP-tracert 测试中探测报文初始跳数为 1。 

(11)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 
data-size size 

缺省情况下，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为 100 字节。 

(12) （可选）配置探测的禁止报文分片功能。 
no-fragment enable 
缺省情况下，禁止报文分片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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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配置Voice测试 

1. 功能简介 

Voice 测试主要用来测试 VoIP（Voice over IP，在 IP 网络上传送语音）网络情况，统计 VoIP 网络

参数，以便用户根据网络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Voice 测试的过程如下： 

(1) 源端（NQA 客户端）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向目的端（NQA 服务器）发送 G.711 A 律、G.711 µ
律或 G.729 A 律编码格式的语音数据包。 

(2) 目的端收到语音数据包后，为它打上时间戳，并把带有时间戳的数据包发送给源端。 

(3) 源端收到数据包后，根据数据包上的时间戳等信息，计算出抖动时间、单向延迟等网络参数，

从而清晰地反映出网络状况。 

对于 Voice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连续发送多个探测报文，发送探测报文的个数由 probe 
packet-number 命令来设定。 

除了抖动时间等参数，Voice 测试还可以计算出反映 VoIP 网络状况的语音参数值： 

• ICPIF（Calculated Planning Impairment Factor，计算计划损伤元素）：用来量化网络中语音

数据的衰减，由单向网络延迟和丢包率等决定。数值越大，表明语音网络质量越差。 

• MOS（Mean Opinion Scores，平均意见得分）：语音网络的质量得分。MOS 值的范围为 1～
5，该值越高，表明语音网络质量越好。通过计算网络中语音数据的衰减——ICPIF 值，可以

估算出 MOS 值。 

用户对语音质量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用户对语音质量的容忍程度不同，因此，衡量语音

质量时，需要考虑用户的主观因素。对语音质量容忍程度较强的用户，可以通过

advantage-factor 命令配置补偿因子，在计算 ICPIF 值时将减去该补偿因子，修正 ICPIF 和

MOS 值，以便在比较语音质量时综合考虑客观和主观因素。 

Voice测试需要NQA服务器和客户端配合才能完成。进行Voice测试之前，必须保证NQA服务器端配

置了UDP监听功能，配置方法请参见“1.3  配置NQA服务器”。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不要对知名端口，即 1～1023 之间的端口，进行 Voice 测试，否则可能导致 NQA 测试失败或

该知名端口对应的服务不可用。 

display nqa history 命令的显示信息无法反映 Voice 测试的结果，如果想了解 Voice 测试的

结果，建议通过 display nqa result 命令查看最近一次 NQA 测试的当前结果，或通过 display 
nqa statistics 命令查看 NQA 测试的统计信息。 

进行本测试前需保证网络时钟的 NTP 同步。有关 NT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

导”的“NTP”。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Voice，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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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 IP 地址一致。 

(5)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 
destination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号。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端口号一致。 

(6)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败。 

(7)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端口。 
source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系统自动选择设备当前空闲的端口号。 

(8) 配置 Voice 测试的基本参数。 

 配置 Voice 测试的编码格式。 
codec-type { g711a | g711u | g729a } 
缺省情况下，语音编码格式为 G.711 A 律。 

 配置用于计算 MOS 值和 ICPIF 值的补偿因子。 
advantage-factor factor 
缺省情况下，补偿因子取值为 0。 

(9) 配置 Voice 测试的探测参数。 

 配置一次 Voice 探测中发送探测报文的个数。 
probe packet-number packet-number 
缺省情况下，一次 Voice 探测中发送 1000 个探测报文。 

 配置 Voice 探测中发送探测报文的时间间隔。 
probe packet-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Voice 探测中发送探测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20 毫秒。 

 配置 Voice 测试中等待响应报文的超时时间。 
probe packet-timeout timeout 
缺省情况下，Voice 测试中等待响应报文的超时时间为 5000 毫秒。 

(10) 配置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 

a. 配置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 
data-size size 
缺省情况下，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与配置的编码格式有关，编码格式为 g.711a 和

g.711u 时缺省报文大小为 172 字节，g.729a 时为 32 字节。 

b.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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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fill string 
探测报文的填充内容为十六进制 00010203040506070809。 

1.5.14  配置DLSw测试 

1. 功能简介 

DLSw 测试主要用来测试 DLSw 设备的响应时间。 

对于 DLSw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是指建立一次 DLSw 连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DLSw，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dlsw 

(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5)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败。 

1.5.15  配置Path-jitter测试 

1. 功能简介 

Path-jitter 测试可以作为 UDP-jitter 测试的一种补充，用于在抖动比较大的情况下，进一步探测中间

路径的网络质量，以便查找出网络质量差的具体路段。Path-jitter 测试项对每一条路径记录结果，

在路径上的每一跳均记录抖动值、正向抖动值和负向抖动值。 

Path-jitter 测试的过程如下： 

(1) NQA 客户端使用 tracert 机制发现到达目的地址的路径信息。 

(2) NQA 客户端根据 tracert 结果，逐跳使用 ICMP 机制探测从本机至该跳设备的路径上报文是否

有丢失，同时计算该跳路径的时延和抖动时间等信息。 

对于 Path-jitter 测试，一次探测操作分为两个步骤：首先通过 tracert 探路获取到达目的地址的路径

（最大为 64 跳）；再根据 tracert 结果，分别向路径上的每一跳发送多个 ICMP-echo 探测报文，发

送探测报文的个数由 probe packet-number 命令来设定。 

2. 配置准备 

配置 Path-jitter 测试需要在中间设备（源端与目的端之间的设备）上开启 ICMP 超时报文发送功能。

如果中间设备是 UNIS 设备，需要在设备上执行 ip ttl-expires enable 命令（该命令的详细

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命令参考”中的“IP 性能优化”）。需要在目的端开启 ICMP 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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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报文发送功能。如果目的端是 UNIS 设备，需要在设备上执行 ip unreachables enable
命令（该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命令参考”中的“IP 性能优化”）。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NQA 测试组，并进入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类型为 Path-jitter，并进入测试类型视图。 
type path-jitter 

(4)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 IP 地址。 

(5)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探测将会失败。 

(6) 配置 Path-jitter 测试的探测参数。 

 配置一次 Path-jitter 探测中发送探测报文的个数。 
probe packet-number packet-number 
缺省情况下，一次 Path-jitter 探测中发送 10 个 ICMP 探测报文。 

 配置 Path-jitter 测试中发送探测报文的时间间隔。 
probe packet-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Path-jitter 测试中发送探测报文的时间间隔为 20 毫秒。 

 配置 Path-jitter 测试中等待响应报文的超时时间。 
probe packet-timeout timeout 
缺省情况下，Path-jitter 测试中等待响应报文的超时时间为 3000 毫秒。 

(7) （可选）配置松散路由。 
lsr-path ip-address&<1-8>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松散路由。 

通过本命令配置松散路由，在 tracert过程使用该配置进行探路，NQA客户端根据该松散路由

计算时延和抖动时间。 

(8) （可选）配置仅对目的地址探测。 
target-only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仅对目的地址探测，Path-jitter 测试中会逐跳进行探测。 

(9)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 
data-size size 

缺省情况下，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为 100 字节。 

(10)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的填充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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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fill string 

探测报文的填充内容为十六进制 00010203040506070809。 

1.5.16  配置NQA测试组通用参数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NQA 测试组的通用参数，只对当前测试组中的测试有效。 

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测试类型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置下列通用参数。 

通用参数中路径服务质量测试目前仅支持 description 及 tos 命令。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已配置测试类型的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测试组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描述信息。 

(4) 配置测试组连续两次测试开始时间的时间间隔。 
frequency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Voice、Path-jitter 测试中连续两次测试开始时间的时间间隔为 60000 毫秒；其

他类型的测试为 0 毫秒，即只进行一次测试。当到达指定的时间间隔而上次测试尚未完成时，

不启动新一轮测试。 

(5) 配置一次 NQA 测试中进行探测的次数。 
probe count times 
缺省情况下，对于 UDP-tracert 测试类型，对于一个 TTL 值的节点发送的探测报文次数为 3
次；其他类型的 NQA 测试一次测试中的探测次数为 1 次。 

Voice 和 Path-jitter 测试中探测次数只能为 1，不支持该命令。 

(6) 配置 NQA 探测超时时间。 
probe timeout timeout 
缺省情况下，探测的超时时间为 3000 毫秒。 

ICMP-jitter、UDP-jitter、Voice 和 Path-jitter 测试不能配置该参数。 

(7) 配置探测报文在网络中可以经过的最大跳数。 
ttl value 

缺省情况下，UDP-tracert 测试探测报文在网络中可以经过的最大跳数为 30 跳。其他类型的

探测报文在网络中可以经过的最大跳数为 20 跳。 

DHCP 和 Path-jitter 测试不能配置该参数。 

(8) 配置 NQA 探测报文 IP 报文头中服务类型域的值。 
tos value 
缺省情况下，NQA 探测报文 IP 报文头中服务类型域的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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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启动路由表旁路功能。 
route-option bypass-route 
缺省情况下，路由表旁路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DHCP 和 Path-jitter 测试不能配置该参数。 

测试目的端使用 IPv6 地址时，本命令配置无效。 

1.5.17  配置联动功能 

1. 功能简介 

联动功能是通过建立联动项，对当前所在测试组中的探测进行监测，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阈值

时，就触发配置的动作类型。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ICMP-jitter、UDP-jitter、UDP-tracert、Voice、Path-jitter 和路径服务质量测试不支持联动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已配置测试类型的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建立联动项。 
reaction item-number checked-element probe-fail threshold-type 
consecutive consecutive-occurrences action-type trigger-only 
联动项创建后，不能再通过 reaction 命令修改该联动项的内容。 

(4) 退回系统视图。 
quit 

(5) 配置 Track 与 NQA 联动。 

配置方法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Track” 

(6) 配置 Track 与应用模块联动。 

配置方法请参见“可靠性配置指导”中的“Track” 

1.5.18  配置阈值告警功能 

1. 功能简介 

NQA 通过创建阈值告警项，并在阈值告警项中配置监测的对象、阈值类型及触发的动作，来实现阈

值告警功能。 

NQA 阈值告警功能支持的阈值类型包括： 

• 平均值（average）：监测一次测试中探测结果的平均值，如果平均值不在指定的范围内，

则该监测对象超出阈值。例如，监测一次测试中探测持续时间的平均值。 

• 累计数目（accumulate）：监测一次测试中探测结果不在指定范围内的累计数目，如果累

计数目达到或超过设定的值，则该监测对象超出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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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次数（consecutive）：NQA 测试组启动后，监测探测结果连续不在指定范围内的次数，

如果该次数达到或超过设定的值，则该监测对象超出阈值。 

NQA 阈值告警功能可以触发如下动作： 

• none：只在本地记录监测结果，以便通过显示命令查看，不向网络管理系统发送 Trap 消

息。 

• trap-only：不仅在本地记录监测结果，当阈值告警项的状态改变时，还向网络管理系统发

送 Trap 消息。采用本动作时，需要通过 snmp-agent target-host 命令配置 Trap 消息的

目的地址。snmp-agent target-host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命令参

考”中的“SNMP”。 

• trigger-only：在显示信息中记录监测结果的同时，触发其他模块联动。 

阈值告警项包括 invalid、over-threshold 和 below-threshold 三种状态： 

• NQA 测试组未启动时，阈值告警项的状态为 invalid。 

• NQA 测试组启动后，每次测试或探测结束时，检查监测的对象是否超出指定类型的阈值。如

果超出阈值，则阈值告警项的状态变为 over-threshold；如果未超出阈值，则状态变为

below-threshold。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Path-jitter 和路径服务质量测试不支持配置阈值告警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已配置测试类型的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在指定条件下向网管服务器发送 Trap 消息。 
reaction trap { path-change | probe-failure consecutive-probe-failures 
| test-complete | test-failure [ accumulate-probe-failures ] } 

缺省情况下，不向网管服务器发送 Trap 消息。 

ICMP-jitter、UDP-jitter、Voice 测试只支持 reaction trap test-complete。 
UDP-tracert 测试不支持 probe-failure 和 accumulate-probe-failures 参数。 

(4) 创建阈值告警组。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创建监测探测持续时间的阈值告警组。 
reaction item-number checked-element probe-duration threshold-type 
{ accumulate accumulate-occurrences | average | consecutive 
consecutive-occurrences } threshold-value upper-threshold 
lower-threshold [ action-type { none | trap-only } ] 

除 ICMP-jitter、UDP-jitter、UDP-tracert 和 Voice 测试外，均支持。 

 创建监测探测失败次数的阈值告警组。 
reaction item-number checked-element probe-fail threshold-type 
{ accumulate accumulate-occurrences | consecutive 
consecutive-occurrences } [ action-type { none | trap-onl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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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ICMP-jitter、UDP-jitter、UDP-tracert 和 Voice 测试外，均支持。 

 创建监测报文往返时延的阈值告警组。 
reaction item-number checked-element rtt threshold-type { accumulate 
accumulate-occurrences | average } threshold-value upper-threshold 
lower-threshold [ action-type { none | trap-only } ] 

仅 ICMP-jitter、UDP-jitter 和 Voice 测试支持。 

 创建监测每次测试中丢包数的阈值告警组。 
reaction item-number checked-element packet-loss threshold-type 
accumulate accumulate-occurrences [ action-type { none | trap-only } ] 

仅 ICMP-jitter、UDP-jitter 和 Voice 测试支持。 

 创建监测单向抖动时间的阈值告警组。 
reaction item-number checked-element { jitter-ds | jitter-sd } 
threshold-type { accumulate accumulate-occurrences | average } 
threshold-value upper-threshold lower-threshold [ action-type { none 
| trap-only } ] 

仅 ICMP-jitter、UDP-jitter 和 Voice 测试支持。 

 创建监测单向时延的阈值告警组。 
reaction item-number checked-element { owd-ds | owd-sd } 
threshold-value upper-threshold lower-threshold 
仅 ICMP-jitter、UDP-jitter 和 Voice 测试支持。 

 创建监测 Voice 测试 ICPIF 值的阈值告警组。 
reaction item-number checked-element icpif threshold-value 
upper-threshold lower-threshold [ action-type { none | trap-only } ] 

仅 Voice 测试支持。 

 创建监测 Voice 测试 MOS 值的阈值告警组。 
reaction item-number checked-element mos threshold-value 
upper-threshold lower-threshold [ action-type { none | trap-only } ] 

仅 Voice 测试支持。 

DNS 测试不支持发送 Trap 消息，即对于 DNS 测试，触发动作只能配置为 none。 

1.5.19  配置NQA统计功能 

1. 功能简介 

NQA 将在指定时间间隔内完成的 NQA 测试归为一组，计算该组测试结果的统计值，这些统计值构

成一个统计组。通过 display nqa statistics 命令可以显示该统计组的信息。 

当 NQA 设备上保留的统计组数目达到最大值时，如果形成新的统计组，保存时间最久的统计组将

被删除。 

统计组具有老化功能，即统计组保存一定时间后，将被删除。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UDP-tracert 和路径服务质量测试不支持 NQA 统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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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通过 frequency 命令指定连续两次测试开始时间的时间间隔为 0，则不生成统计组信

息。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已配置测试类型的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配置对测试结果进行统计的时间间隔。 
statistics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对测试结果进行统计的时间间隔为 60 分钟。 

(4) 配置能够保留的最大统计组个数。 
statistics max-group number 
缺省情况下，能够保留的最大统计组数为 2。 

最大统计组个数为 0 时，不进行统计。 

(5) 配置统计组的保留时间。 
statistics hold-time hold-time 
缺省情况下，统计组的保留时间为 120 分钟。 

1.5.20  配置NQA历史记录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NQA 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后，系统将记录 NQA 测试的历史信息，通过 display nqa 
history 命令可以查看该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信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ICMP-jitter、UDP-jitter、Voice、Path-jitter 和路径服务质量测试不支持配置历史记录功能。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已配置测试类型的 NQA 测试组视图。 
nqa entry admin-name operation-tag 

(3) 开启 NQA 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 
history-record enable 
缺省情况下，UDP-tracert 类型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处于开启状态，其他类型的 NQA
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配置 NQA 测试组中历史记录的保存时间。 
history-record keep-time keep-time 
缺省情况下，NQA 测试组中历史记录的保存时间为 120 分钟。 

历史记录保存时间达到配置的值后，该历史记录将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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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配置在一个测试组中能够保存的最大历史记录个数。 
history-record number number 
缺省情况下，一个测试组中能够保存的最大历史记录个数为 50。 

如果历史记录个数超过设定的最大数目，则最早的历史记录将会被删除。 

1.5.21  在NQA客户端上调度NQA测试组 

1. 功能简介 

通过本配置，可以设置测试组进行测试的启动时间和持续时间。 

系统时间在<启动时间>到<启动时间＋持续时间>范围内时，测试组进行测试。执行 nqa schedule
命令时： 

• 如果系统时间尚未到达启动时间，则到达启动时间后，启动测试； 

• 如果系统时间在<启动时间>到<启动时间＋持续时间>之间，则立即启动测试； 

• 如果系统时间已经超过<启动时间＋持续时间>，则不会启动测试。 

通过 display clock 命令可以查看系统的当前时间。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测试组被调度后就不能再进入该测试组视图和测试类型视图。 

对于已启动的测试组或已经完成测试的测试组，不受系统时间调整的影响，只有等待测试的测试组

受系统时间调整的影响。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在 NQA 客户端上调度 NQA 测试组。 
nqa schedule admin-name operation-tag start-time { hh:mm:ss 
[ yyyy/mm/dd | mm/dd/yyyy ] | now } lifetime { lifetime | forever } 
[ recurring ] 

1.6  在NQA客户端上配置NQA模板 

1.6.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 NQA 各类型模板，某些测试参数既可以由外部特性提供，也可以手工直接进行配置。若同时

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获取到测试参数，则以手工配置的测试信息为准。 

1.6.2  NQA模板配置任务简介 

NQA 模板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 NQA 模板 

 配置ICMP类型的NQA模板 

 配置DNS类型的NQA模板 

 配置TCP类型的NQA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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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TCP Half Open类型的NQA模板 

 配置UDP类型的NQA模板 

 配置HTTP类型的NQA模板 

 配置HTTPS类型的NQA模板 

 配置FTP类型的NQA模板 

 配置RADIUS类型的NQA模板 

 配置SSL类型的NQA模板 

(2) （可选）配置NQA模板通用参数 

1.6.3  配置ICMP类型的NQA模板 

1. 功能简介 

ICMP 类型的 NQA 模板为外部特性提供 ICMP 类型的测试，外部特性通过引用该模板来启动 ICMP
测试，并根据是否接收到 ICMP 应答报文判断目的主机的可达性。ICMP 类型的 NQA 模板支持 IPv4
和 IPv6 网络。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ICMP 类型的 NQA 模板，并进入模板视图。 
nqa template icmp name 

(3)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地址。 

（IPv4 网络）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IPv6 网络） 
destination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4)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地址。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使用指定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 地址。 

source interface 命令指定的接口必须为 up 状态。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v4 地址。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4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v6 地址。 
source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6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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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6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5) 配置探测报文的下一跳地址。 

（IPv4 网络） 
next-hop ip ip-address 
（IPv6 网络） 
next-hop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下一跳地址。 

(6) 配置每次探测结束时都将探测结果发送给外部特性。 
reaction trigger per-probe 
缺省情况下，连续探测成功或失败 3 次时，NQA 客户端会把探测成功或失败的消息发送给外

部特性，使外部特性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reaction trigger per-probe 命令与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命令作用相

同，多次执行这两条命令时，最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 

reaction trigger per-probe 命令与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命令作用相

同，多次执行这两条命令时，最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 

(7)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 
data-size size 

缺省情况下，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为 100 字节。 

(8)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的填充字符串。 
data-fill string 

探测报文的填充内容为十六进制 00010203040506070809。 

1.6.4  配置DNS类型的NQA模板 

1. 功能简介 

DNS 类型的 NQA 模板为外部特性提供 DNS 类型的测试。外部特性通过引用该模板来启动 DNS 测

试，NQA 客户端向指定的 DNS 服务器发送 DNS 请求报文，NQA 客户端通过是否收到应答及应答

报文的合法性来确定服务器的状态。DNS 类型的 NQA 模板支持 IPv4 和 IPv6 网络。 

在 DNS 类型的 NQA 模板视图下，用户可以配置期望返回的地址。如果 DNS 服务器返回的 IP 地址

中包含了期望地址，则该 DNS 服务器为真实的服务器，测试成功；否则，测试失败。 

2. 配置准备 

在进行 DNS 测试之前，需要在 DNS 服务器上创建域名和地址的映射关系。DNS 服务器配置方法，

请参见 DNS 服务器相关资料。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DNS 类型的 NQA 模板，并进入模板视图。 
nqa template dns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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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地址。 

（IPv4 网络）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IPv6 网络） 
destination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4)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 
destination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号为 53。 

(5)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地址。 

（IPv4 网络）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4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4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IPv6 网络） 
source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6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6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6)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端口。 
source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源端口号。 

(7) 配置要解析的域名。 
resolve-target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要解析的域名。 

(8) 配置域名解析类型。 
resolve-type { A | AAAA } 
缺省情况下，域名解析类型为 A 类型。 

其中 A 类型表示将域名解析为 IPv4 地址，AAAA 类型表示将域名解析为 IPv6 地址。 

(9) （可选）配置用户期望返回的地址。 

（IPv4 网络） 
expect ip ip-address 
（IPv6 网络） 
expect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设定期望返回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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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配置TCP类型的NQA模板 

1. 功能简介 

TCP 类型的 NQA 模板为外部特性提供 TCP 类型测试，外部特性通过引用该模板，测试客户端和服

务器指定端口之间能否建立 TCP 连接。 

在 TCP类型的NQA模板视图下，用户可以配置期望的应答内容。如果用户未配置期望的应答内容，

则 NQA 客户端与服务器间只建立 TCP 连接。 

TCP 测试需要 NQA 服务器和客户端配合才能完成。在 TCP 测试之前，需要在 NQA 服务器端配置

TCP 监听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TCP 类型的 NQA 模板，并进入模板视图。 
nqa template tcp name 

(3)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地址。 

（IPv4 网络）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IPv6 网络） 
destination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 IP 地址一致。 

(4)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 
destination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号。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端口号一致。 

(5)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地址。 

（IPv4 网络）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4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4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IPv6 网络） 
source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6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6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6)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的填充字符串。 
data-fill string 

探测报文的填充内容为十六进制 00010203040506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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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配置用户期望的应答内容。 
expect data expression [ offset 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期望的应答内容。 

仅当 data-fill 和 expect data 命令都配置时，进行期望应答内容的检查，否则不做检

查。 

1.6.6  配置TCP Half Open类型的NQA模板 

1. 功能简介 

TCP Half Open类型的NQA模板为外部特性提供TCP Half Open类型测试。作为TCP测试的补充，

TCP Half Open 测试不需要指定目的端端口。当外部特性的现有 TCP 连接无法得到对端应答时，

可以引用 TCP Half Open 模板进行测试。开启测试后，NQA 客户端将主动向对端发出 TCP ACK 报

文，以是否能收到对端返回的 RST 报文来判断对端的 TCP 服务是否可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TCP Half Open 类型的 NQA 模板，并进入模板视图。 
nqa template tcphalfopen name 

(3)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地址。 

（IPv4 网络）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IPv6 网络） 
destination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 IP 地址一致。 

(4)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地址。 

（IPv4 网络）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4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4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IPv6 网络） 
source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6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6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5) 配置探测报文的下一跳地址。 

（IPv4 网络） 
next-hop ip ip-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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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网络） 
next-hop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下一跳地址。 

(6) 配置每次探测结束时都将探测结果发送给外部特性。 
reaction trigger per-probe 
缺省情况下，连续探测成功或失败 3 次时，NQA 客户端会把探测成功或失败的消息发送给外

部特性，使外部特性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reaction trigger per-probe 命令与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命令作用相

同，多次执行这两条命令时，最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 

reaction trigger per-probe 命令与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命令作用相

同，多次执行这两条命令时，最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 

1.6.7  配置UDP类型的NQA模板 

1. 功能简介 

UDP 类型的 NQA 模板为外部特性提供 UDP 类型测试，外部特性通过引用该模板，测试客户端和

服务器指定端口之间 UDP 传输的联通性。NQA 客户端通过处理服务器端的应答报文，判断服务器

指定端口上提供的服务是否可用。 

在UDP类型的NQA模板视图下，用户可以配置期望的应答内容。如果用户未配置期望的应答内容，

则 NQA 客户端只要收到合法的回应报文就认为探测成功。 

UDP 测试需要 NQA 服务器和客户端配合才能完成。在进行 UDP 测试前，需要在 NQA 服务器端配

置 UDP 监听服务。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UDP 类型的 NQA 模板，并进入模板视图。 
nqa template udp name 

(3)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地址。 

（IPv4 网络）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IPv6 网络） 
destination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 IP 地址一致。 

(4)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 
destination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号。 

必须与 NQA 服务器上配置的监听服务的端口号一致。 

(5)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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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网络）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4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4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IPv6 网络） 
source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6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6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6)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的填充字符串。 
data-fill string 

探测报文的填充内容为十六进制 00010203040506070809。 

在未配置此命令情况下配置 expect data 命令则会探测失败。 

(7) （可选）配置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 
data-size size 

缺省情况下，探测报文中的填充内容大小为 100 字节。 

(8) （可选）配置用户期望的应答内容。 
expect data expression [ offset 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期望的应答内容。 

仅当 data-fill 和 expect data 命令都配置时，进行期望应答内容的检查，否则不做检

查。 

1.6.8  配置HTTP类型的NQA模板 

1. 功能简介 

HTTP 类型的 NQA 模板为外部特性提供 HTTP 类型测试，外部特性通过引用该模板，测试 NQA 客

户端是否可以与指定的 HTTP 服务器建立连接，以及从 HTTP 服务器获取数据所需的时间，从而判

断 HTTP 服务器的连通性及性能。 

在 HTTP 类型的 NQA 模板中，用户可以配置期望返回的数据。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判断 HTTP 服

务器应答报文的合法性。当应答报文中存在“Content-Length”字段，且配置了 expect data 命

令时，设备将进行期望应答内容的检查。 

在 HTTP 类型的 NQA 模板中，用户可以配置应答状态码。应答状态码是由 3 位十进制数组成的字

段，它包含 HTTP 服务器的状态信息，用户可以根据该状态码了解 HTTP 服务器的状态。状态码的

第一位表示状态码的类型。 

2. 配置准备 

在进行 HTTP 测试之前，需要完成 HTTP 服务器的配置。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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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创建 HTTP 类型的 NQA 模板，并进入模板视图。 

nqa template http name 

(3) 配置 HTTP 测试访问的目的网址。 
url url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HTTP 测试访问的网址。 

url 配置形式为 http://host/resource 或 http://host:port/resource。 

(4) 配置 HTTP 登录用户名。 
username user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HTTP 登录用户名。 

(5) 配置 HTTP 登录密码。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HTTP 登录密码。 

(6) 配置 HTTP 所使用的协议版本。 
version { v1.0 | v1.1 } 
缺省情况下，HTTP 使用的版本为 v1.0。 

(7) 配置 HTTP 的操作方式。 
operation { get | post | raw } 

缺省情况下，HTTP 操作方式为 get 操作。 

如果 HTTP 操作方式为 raw操作，则向服务器发送的探测报文的内容为 raw-request视图

中的内容。 

(8) 配置 HTTP 测试请求报文。 

a. 进入 raw-request 视图。 
raw-request 
输入 raw-request 命令进入 raw-request 视图，每次进入视图原有报文内容清除。 

b. 配置 HTTP 测试请求报文内容。 

逐个字符输入或拷贝粘贴请求报文内容。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HTTP 测试请求报文内容。 

c. 保存输入内容并退回测试类型视图。 
quit 

当配置 HTTP 测试的操作类型为 raw 时，必须完成此操作且保证发送的测试报文正确有效。 

(9)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地址。 

（IPv4 网络）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4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4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IPv6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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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6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6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10) （可选）配置期望的应答状态码。 
expect status status-lis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期望的应答状态码。 

(11) （可选）配置期望的应答内容。 
expect data expression [ offset 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期望的应答内容。 

1.6.9  配置HTTPS类型的NQA模板 

1. 功能简介 

HTTPS（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超文本传输协议的安全版本）是支持 SSL（Secure 
Sockets Layer，安全套接字层）协议的 HTTP 协议，通过 SSL 为 HTTP 协议提供安全保证。HTTPS
类型的 NQA 模板为外部特性提供 HTTPS 类型测试，外部特性通过引用该模板，测试 NQA 客户端

是否可以与指定的 HTTPS 服务器建立连接，以及从 HTTPS 服务器获取数据所需的时间，从而判

断 HTTPS 服务器的连通性及性能。 

在 HTTPS 类型的 NQA 模板中，用户可以配置期望返回的数据。通过该功能用户可以判断 HTTPS
服务器应答报文的合法性。当应答报文中存在“Content-Length”字段，且配置了 expect data
命令时，设备将进行期望应答内容的检查。 

在 HTTPS 类型的 NQA 模板中，用户可以配置应答状态码。应答状态码是由 3 位十进制数组成的字

段，它包含 HTTPS 服务器的状态信息，用户可以根据该状态码了解 HTTPS 服务器的状态。状态

码的第一位表示状态码的类型。 

2. 配置准备 

在进行 HTTPS 测试之前，需要在测试客户端完成 SSL 客户端策略配置，以及在目的端完成 HTTPS
服务器的配置。SSL 客户端策略的配置方法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SSL”。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HTTPS 类型的 NQA 模板，并进入模板视图。 
nqa template https name 

(3) 配置 HTTPS 测试访问的目的网址。 
url url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HTTPS 测试访问的网址。 

url 参数的格式为 https://host/resource 或 https://host:port/resource。 

(4) 配置 HTTPS 登录用户名。 
username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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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HTTPS 登录用户名。 

(5) 配置 HTTPS 登录密码。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HTTPS 登录密码。 

(6) 绑定 SSL 客户端策略。 
ssl-client-policy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未绑定 SSL 客户端策略。 

(7) 配置 HTTPS 所使用的协议版本。 
version { v1.0 | v1.1 } 
缺省情况下，HTTPS 使用的版本为 v1.0。 

(8) 配置 HTTPS 的操作方式。 
operation { get | post | raw } 

缺省情况下，HTTPS 操作方式为 get 操作。 

如果 HTTP 操作方式为 raw操作，则向服务器发送的探测报文的内容为 raw-request视图

中的内容。 

(9) 配置 HTTPS 测试请求报文。 

a. 进入 raw-request 视图。 
raw-request 
输入 raw-request 命令进入 raw-request 视图，每次进入视图原有报文内容清除。 

b. 配置 HTTPS 测试请求报文内容。 

逐个字符输入或拷贝粘贴请求报文内容。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HTTPS 测试请求报文内容。 

c. 保存输入内容并退回测试类型视图。 
quit 

当配置 HTTPS 测试的操作类型为 raw 时，必须完成此操作且保证发送的测试报文正确有

效。 

(10)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地址。 

（IPv4 网络）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4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4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IPv6 网络） 
source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6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6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11) （可选）配置期望的应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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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 data expression [ offset 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期望的应答内容。 

(12) （可选）配置期望的应答状态码。 
expect status status-lis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期望的应答状态码。 

1.6.10  配置FTP类型的NQA模板 

1. 功能简介 

FTP 类型的 NQA 模板为外部特性提供 FTP 类型测试，外部特性通过引用该模板，与指定的 FTP
服务器建立连接，以及与 FTP 服务器之间传送文件的时间，从而判断 FTP 服务器的连通性及性能。 

在进行 FTP 测试之前，需要在 FTP 服务器上进行相应的配置，包括 FTP 客户端登录 FTP 服务器

的用户名、密码等。FTP 服务器的配置方法，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FTP 和 TFTP”。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FTP 类型的 NQA 模板，并进入模板视图。 
nqa template ftp name 

(3) 配置 FTP 登录用户名。 
username user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FTP 登录用户名。 

(4) 配置 FTP 登录密码。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FTP 登录密码。 

(5)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地址。 

（IPv4 网络）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4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4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IPv6 网络） 
source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6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6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6) 配置 FTP 的数据传输方式。 
mode { active | passive } 

缺省情况下，FTP 数据传输方式为主动方式。 

(7) 配置 FTP 的操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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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 get | put } 
缺省情况下，FTP 操作方式为 get 操作，即从 FTP 服务器获取文件。 

(8) 配置 FTP 测试访问的目的网址。 
url url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FTP 测试访问的网址。 

url 可以设置为 ftp://host/filename 或 ftp://host:port/filename。当 FTP 测试的操作

类型为 get 方式时，必须在 url 中配置 filename 指定从 FTP 服务器获取的文件名。 

(9) 配置 FTP 服务器和客户端传送文件的文件名。 
filename file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FTP 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传送文件的文件名。 

当 FTP 测试的操作类型为 put 方式时，必须配置本命令来指定向 FTP 服务器传送的文件。 

当 FTP 测试的操作类型为 get 方式时，不以此命令为准。 

1.6.11  配置RADIUS类型的NQA模板 

1. 功能简介 

RADIUS 类型的 NQA 模板为外部特性提供 RADIUS 类型测试，外部特性通过引用该模板来启动

RADIUS 测试，来检测 RADIUS 服务器的业务可用性。 

RADIUS 服务器是一种提供认证、授权和计费功能的服务器，RADIUS 类型的 NQA 模板检测过程

选择了最基本的 RADIUS 认证过程： 

(1) NQA 客户端根据配置的用户名和密码，向 RADIUS 服务器发送认证请求包

（Access-Request），其中的密码在共享密钥 Key 的参与下利用 MD5 算法进行加密处理。 

(2) RADIUS服务器对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认证，如果认证成功，RADIUS服务器向 NQA客户端发

送认证接受包（Access-Accept）；如果认证失败，则返回认证拒绝包（Access-Reject）。 

(3) 当NQA客户端收到RADIUS服务器发出的认证接受包后，则表示RADIUS服务器是健康的；

否则，该 RADIUS 服务器被认为无法成功提供服务。 

2. 配置准备 

RADIUS 测试需要 RADIUS 服务器和 NQA 客户端配合才能完成。进行 RADIUS 探测时，要求

RADIUS 服务器存在探测使用的用户信息，并配置与 NQA 客户端相同的密钥（Key）。RADIUS 服

务器配置方法，请参见“安全使用指导”中的“AAA”。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RADIUS 类型的 NQA 模板，并进入模板视图。 
nqa template radius name 

(3)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地址。 

（IPv4 网络）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IPv6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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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4)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 
destination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号为 1812。 

(5) 配置 RADIUS 用户名。 
username user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RADIUS 用户名。 

(6) 配置 RADIUS 密码。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RADIUS 密码。 

(7) 配置 RADIUS 认证使用的共享密钥。 
key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RADIUS 认证使用的共享密钥。 

(8)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地址。 

（IPv4 网络）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4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4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IPv6 网络） 
source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6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6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1.6.12  配置SSL类型的NQA模板 

1. 功能简介 

SSL 类型的 NQA 模板为外部特性提供 SSL 类型测试，外部特性通过引用该模板，测试 NQA 客户

端是否可以与指定的 SSL 服务器建立 SSL 连接，从而通过 SSL 连接建立的时间判断服务器的连通

性及性能。 

2. 配置准备 

在进行 SSL 测试之前，需要在测试客户端完成 SSL 客户端策略配置。SSL 客户端策略配置方法请

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SSL”。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SSL 类型的 NQA 模板，并进入模板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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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a template ssl name 
(3)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地址。 

（IPv4 网络） 
destination ip ip-address 

（IPv6 网络） 
destination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 

(4)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 
destination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端口号。 

(5) 绑定 SSL 客户端策略。 
ssl-client-policy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未绑定 SSL 客户端策略。 

(6)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地址。 

（IPv4 网络） 
source ip ip-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主 IPv4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4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4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IPv6 网络） 
source ipv6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以报文发送接口的 IPv6 地址作为探测报文中的源 IPv6 地址。 

该命令指定的源地址必须是设备上接口的 IPv6 地址，且接口为 up 状态，否则测试将会失

败。 

1.6.13  配置NQA模板通用参数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NQA 模板的通用参数，只对当前模板的测试有效。 

除特别说明外，所有类型 NQA 模板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置下列通用参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已存在的 NQA 模板视图。 
nqa template { arp | dns | ftp | http | https | icmp | ssl | tcp | 
tcphalfopen | udp } name 

(3) 配置 NQA 模板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模板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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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连续两次探测开始时间的时间间隔。 
frequency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连续两次探测开始时间的时间间隔为 5000 毫秒。 

如果到达 frequency 指定的时间间隔时，上次探测尚未完成，则不启动新一轮探测。 

(5) 配置每次探测超时时间。 
probe timeout timeout 
缺省情况下，探测的超时时间为 3000 毫秒。 

(6) 配置探测报文在网络中可以经过的最大跳数。 
ttl value 

缺省情况下，探测报文在网络中可以经过的最大跳数为 20 跳。 

ARP 类型的 NQA 模板不支持配置本命令。 

(7) 配置 NQA 探测报文 IP 报文头中服务类型域的值。 
tos value 
缺省情况下，NQA 探测报文 IP 报文头中服务类型域的值为 0。 

ARP 类型的 NQA 模板不支持配置本命令。 

(8) 配置连续探测成功的次数，当连续探测成功次数达到命令配置的数值时，NQA 客户端会把探

测成功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count 

缺省情况下，连续探测成功 3 次时，NQA 客户端会把探测成功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

部特性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9) 配置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命令配置的数值时，NQA 客户端会把探

测失败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count 

缺省情况下，连续探测失败 3 次时，NQA 客户端会把探测失败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是外

部特性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1.7  NQA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NQA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NQA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NQA测试组的历史记录 display nqa history [ admin-name 
operation-tag ] 

显示NQA阈值告警功能的当前监测结果 display nqa reaction counters [ admin-name 
operation-tag [ item-number ]] 

显示最近一次NQA测试的当前结果 display nqa result [ admin-name operation-tag ]

显示NQA测试的统计信息 display nqa statistics [ admin-name 
operation-tag ] 

显示服务器的状态信息 display nqa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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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NQA典型配置举例 

1.8.1  ICMP-echo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ICMP-echo 测试功能，测试本端（Device A）发送的报文是否可以经过指定的下一跳

设备（Device C）到达指定的目的端（Device B），以及报文的往返时间。 

2. 组网图 

图1-2 ICMP-echo 测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创建 ICMP-echo 类型的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并配置探测报文的

目的地址为 10.2.2.2。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icmp-echo 

[DeviceA-nqa-admin-test1-icmp-echo] destination ip 10.2.2.2 

# 配置下一跳地址为 10.1.1.2，以便测试报文经过指定的下一跳设备（Device C）到达目的端，而

不是通过 Device D 到达目的端。 
[DeviceA-nqa-admin-test1-icmp-echo] next-hop ip 10.1.1.2 

# 配置可选参数：一次 NQA 测试中探测的次数为 10，探测的超时时间为 500 毫秒，测试组连续两

次测试开始时间的时间间隔为 5000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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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nqa-admin-test1-icmp-echo] probe count 10 

[DeviceA-nqa-admin-test1-icmp-echo] probe timeout 500 

[DeviceA-nqa-admin-test1-icmp-echo] frequency 5000 

# 开启 NQA 历史记录保存功能，并配置一个测试组中能够保存的最大历史记录个数为 10。 
[DeviceA-nqa-admin-test1-icmp-echo] history-record enable 

[DeviceA-nqa-admin-test1-icmp-echo] history-record number 10 

[DeviceA-nqa-admin-test1-icmp-echo] quit 

# 启动 ICMP-echo 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ICMP-echo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ICMP-echo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0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0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2/5/3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96 

    Last succeeded probe time: 2011-08-23 15:00:01.2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 显示 ICMP-echo 测试的历史记录。 
[DeviceA] display nqa history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history records: 

  Index      Response     Status           Time 

  370        3            Succeeded        2011-08-23 15:00:01.2 

  369        3            Succeeded        2011-08-23 15:00:01.2 

  368        3            Succeeded        2011-08-23 15:00:01.2 

  367        5            Succeeded        2011-08-23 15:00:01.2 

  366        3            Succeeded        2011-08-23 15:00:01.2 

  365        3            Succeeded        2011-08-23 15:00:01.2 

  364        3            Succeeded        2011-08-23 15:00:01.1 

  363        2            Succeeded        2011-08-23 15:00:01.1 

  362        3            Succeeded        2011-08-23 15:00:01.1 

  361        2            Succeeded        2011-08-23 15:00:01.1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Device A 发送的报文可以通过 Device C 到达 Device B；测试过程中未发生丢

包；报文的最小、最大、平均往返时间分别为 2 毫秒、5 毫秒和 3 毫秒。 

1.8.2  ICMP-jitter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ICMP-jitter 测试功能，测试本端（Device A）和指定目的端（Device B）之间传送报

文的时延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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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3 ICMP-jitter 测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2)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3)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ICMP-jitter 类型的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icmp-jitter 

# 配置测试操作的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 
[DeviceA-nqa-admin-test1-icmp-jitter] destination ip 10.2.2.2 

# 配置可选参数：测试组连续两次测试开始时间的时间间隔为 1000 毫秒。 
[DeviceA-nqa-admin-test1-icmp-jitter] frequency 1000 

[DeviceA-nqa-admin-test1-icmp-jitter] quit 

# 启动 ICMP-jitter 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ICMP-jitter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ICMP-jitter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0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0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1/2/1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13  

    Last packet received time: 2015-03-09 17:40:29.8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Packets out of sequence: 0 

    Packets arrived late: 0 

  ICMP-jitter results: 

   RTT number: 10 

    Min positive SD: 0                     Min positive DS: 0 

    Max positive SD: 0                     Max positive D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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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ve SD number: 0                  Positive DS number: 0 

    Positive SD sum: 0                     Positive DS sum: 0 

    Positive SD average: 0                 Positive DS average: 0 

    Positive SD square-sum: 0              Positive DS square-sum: 0 

    Min negative SD: 1                     Min negative DS: 2 

    Max negative SD: 1                     Max negative DS: 2 

    Negative SD number: 1                  Negative DS number: 1 

    Negative SD sum: 1                     Negative DS sum: 2 

    Negative SD average: 1                 Negative DS average: 2 

    Negative SD square-sum: 1              Negative DS square-sum: 4 

  One way results: 

    Max SD delay: 1                        Max DS delay: 2 

    Min SD delay: 1                        Min DS delay: 2 

    Number of SD delay: 1                  Number of DS delay: 1 

    Sum of SD delay: 1                     Sum of DS delay: 2 

    Square-Sum of SD delay: 1              Square-Sum of DS delay: 4 

    Lost packets for unknown reason: 0 

# 显示 ICMP-jitter 测试的统计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statistics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statistics: 

  NO. : 1 

    Start time: 2015-03-09 17:42:10.7  

    Life time: 156 seconds 

    Send operation times: 1560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560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1/2/1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1563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Packets out of sequence: 0 

    Packets arrived late: 0 

  ICMP-jitter results: 

   RTT number: 1560 

    Min positive SD: 1                     Min positive DS: 1 

    Max positive SD: 1                     Max positive DS: 2 

    Positive SD number: 18                 Positive DS number: 46 

    Positive SD sum: 18                    Positive DS sum: 49 

    Positive SD average: 1                 Positive DS average: 1 

    Positive SD square-sum: 18             Positive DS square-sum: 55 

    Min negative SD: 1                     Min negative DS: 1 

    Max negative SD: 1                     Max negative DS: 2 

    Negative SD number: 24                 Negative DS number: 57 

    Negative SD sum: 24                    Negative DS sum: 58 

    Negative SD average: 1                 Negative DS average: 1 

    Negative SD square-sum: 24             Negative DS square-sum: 60 

  One wa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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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SD delay: 1                        Max DS delay: 2 

    Min SD delay: 1                        Min DS delay: 1 

    Number of SD delay: 4                  Number of DS delay: 4 

    Sum of SD delay: 4                     Sum of DS delay: 5 

    Square-Sum of SD delay: 4              Square-Sum of DS delay: 7 

    Lost packets for unknown reason: 0 

1.8.3  DHCP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NQA的DHCP测试功能，测试Switch A从DHCP服务器Switch B申请到 IP地址所需的时间。 

2. 组网图 

图1-4 配置 DHCP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 DHCP 类型的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并指定进行 DHCP 测试

中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1.1.2。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nqa entry admin test1 

[SwitchA-nqa-admin-test1] type dhcp 

[SwitchA-nqa-admin-test1-dhcp] destination ip 10.1.1.2 

# 开启 NQA 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 
[SwitchA-nqa-admin-test1-dhcp] history-record enable 

[SwitchA-nqa-admin-test1-dhcp] quit 

# 启动 DHCP 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Switch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DHCP 测试操作。 
[Switch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HCP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Switch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512/512/512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262144 

    Last succeeded probe time: 2011-11-22 09:56:03.2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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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 显示 DHCP 测试的历史记录。 
[SwitchA] display nqa history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history records: 

  Index      Response     Status           Time 

  1          512          Succeeded        2011-11-22 09:56:03.2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Switch A 可以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获取 IP 地址所需的时间为 512
毫秒。 

1.8.4  DNS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DNS 测试功能，测试 Device A 是否可以通过指定的 DNS 服务器将域名 host.com 解

析为 IP 地址，并测试域名解析所需的时间。 

2. 组网图 

图1-5 配置 DNS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创建 DNS 类型的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dns 

#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10.2.2.2，要解析的域名为 host.com。 
[DeviceA-nqa-admin-test1-dns] destination ip 10.2.2.2 

[DeviceA-nqa-admin-test1-dns] resolve-target host.com 

# 开启 NQA 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 
[DeviceA-nqa-admin-test1-dns] history-record enable 

[DeviceA-nqa-admin-test1-dns] quit 

# 启动 DNS 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DNS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NS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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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operation times: 1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62/62/62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3844 

    Last succeeded probe time: 2011-11-10 10:49:37.3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 显示 DNS 测试的历史记录。 
[DeviceA] display nqa history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history records: 

  Index      Response     Status           Time 

  1          62           Succeeded        2011-11-10 10:49:37.3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Device A 可以通过指定的 DNS 服务器将域名 host.com 解析为 IP 地址，域名

解析所需的时间为 62 毫秒。 

1.8.5  FTP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FTP 测试功能，测试 Device A 是否可以和指定的 FTP 服务器 Device B 建立连接，以

及往 FTP 服务器上传一个文件的时间。登录 FTP 服务器的用户名为 admin，密码为 systemtest，
要传送到服务器的文件名为 config.txt。 

2. 组网图 

图1-6 配置 FTP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创建 FTP 类型的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ftp 

#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地址为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10.2.2.2。 
[DeviceA-nqa-admin-test1-ftp] url ftp://10.2.2.2 

#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为 10.1.1.1。 
[DeviceA-nqa-admin-test1-ftp] source ip 10.1.1.1 

# 配置测试执行的操作为向 FTP 服务器上传文件 config.txt。 
[DeviceA-nqa-admin-test1-ftp] operation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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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nqa-admin-test1-ftp] filename config.txt 

# 配置 FTP 操作的登录用户名为 admin。 
[DeviceA-nqa-admin-test1-ftp] username admin 

# 配置 FTP 操作的登录密码为 systemtest。 
[DeviceA-nqa-admin-test1-ftp] password simple systemtest 

# 开启 NQA 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 
[DeviceA-nqa-admin-test1-ftp] history-record enable 

[DeviceA-nqa-admin-test1-ftp] quit 

# 启动 FTP 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FTP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FTP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173/173/173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29929 

    Last succeeded probe time: 2011-11-22 10:07:28.6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disconnect: 0 

    Failures due to no connection: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 显示 FTP 测试的历史记录。 
[DeviceA] display nqa history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history records: 

  Index      Response     Status           Time 

  1          173          Succeeded        2011-11-22 10:07:28.6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Device A 可以和指定的 FTP 服务器 Device B 建立连接，向 FTP 服务器上传一

个文件的时间是 173 毫秒。 

1.8.6  HTTP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HTTP 测试功能，测试是否可以和指定的 HTTP 服务器之间建立连接，以及从 HTTP
服务器获取数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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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7 HTTP 测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创建 HTTP 类型的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http 

# 配置 HTTP 测试服务器的 IP 地址为 10.2.2.2，访问的网址为/index.htm。 
[DeviceA-nqa-admin-test1-http] url http://10.2.2.2/index.htm 

# 配置 HTTP 测试的操作方式为 get 操作。（get 操作为缺省操作方式，因此，可以不执行本配置） 
[DeviceA-nqa-admin-test1-http] operation get 

# 配置 HTTP 测试使用的版本为 1.0。（缺省情况下使用的版本为 1.0，因此，可以不执行本配置） 
[DeviceA-nqa-admin-test1-http] version v1.0 

# 开启 NQA 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 
[DeviceA-nqa-admin-test1-http] history-record enable 

[DeviceA-nqa-admin-test1-http] quit 

# 启动 HTTP 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HTTP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HTTP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64/64/64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4096 

    Last succeeded probe time: 2011-11-22 10:12:47.9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disconnect: 0 

    Failures due to no connection: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 显示 HTTP 测试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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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 display nqa history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history records: 

  Index      Response     Status           Time 

  1          64           Succeeded        2011-11-22 10:12:47.9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Device A 可以和指定的 HTTP 服务器 Device B 建立连接，从 HTTP 服务器获

取数据的时间为 64 毫秒。 

1.8.7  UDP-jitter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UDP-jitter 测试功能，测试本端（Device A）和指定目的端（Device B）的端口 9000
之间传送报文的抖动时间。 

2. 组网图 

图1-8 UDP-jitter 测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2)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3) 配置 Device B 

# 使能 NQA 服务器，配置监听的 IP 地址为 10.2.2.2，UDP 端口号为 900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nqa server enable 

[DeviceB] nqa server udp-echo 10.2.2.2 9000 

(4)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UDP-jitter 类型的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udp-jitter 

# 配置测试操作的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目的端口号为 9000。 
[DeviceA-nqa-admin-test1-udp-jitter] destination ip 10.2.2.2 

[DeviceA-nqa-admin-test1-udp-jitter] destination port 9000 

# 配置可选参数：测试组连续两次测试开始时间的时间间隔为 1000 毫秒。 
[DeviceA-nqa-admin-test1-udp-jitter] frequency 1000 

[DeviceA-nqa-admin-test1-udp-jitter] quit 

# 启动 UDP-jitter 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UDP-jitter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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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证配置 

# 显示 UDP-jitter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0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0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15/32/17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3235 

    Last packet received time: 2011-05-29 13:56:17.6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Packets out of sequence: 0 

    Packets arrived late: 0 

  UDP-jitter results: 

    RTT number: 10 

    Min positive SD: 4                     Min positive DS: 1 

    Max positive SD: 21                    Max positive DS: 28 

    Positive SD number: 5                  Positive DS number: 4 

    Positive SD sum: 52                    Positive DS sum: 38 

    Positive SD average: 10                Positive DS average: 10 

    Positive SD square-sum: 754            Positive DS square-sum: 460 

    Min negative SD: 1                     Min negative DS: 6 

    Max negative SD: 13                    Max negative DS: 22 

    Negative SD number: 4                  Negative DS number: 5 

    Negative SD sum: 38                    Negative DS sum: 52 

    Negative SD average: 10                Negative DS average: 10 

    Negative SD square-sum: 460            Negative DS square-sum: 754 

  One way results: 

    Max SD delay: 15                       Max DS delay: 16 

    Min SD delay: 7                        Min DS delay: 7 

    Number of SD delay: 10                 Number of DS delay: 10 

    Sum of SD delay: 78                    Sum of DS delay: 85 

    Square-Sum of SD delay: 666            Square-Sum of DS delay: 787 

    SD lost packets: 0                     DS lost packets: 0 

    Lost packets for unknown reason: 0 

# 显示 UDP-jitter 测试的统计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statistics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statistics: 

  NO. : 1 

    Start time: 2011-05-29 13:56:14.0 

    Life time: 47 seconds 

    Send operation times: 410            Receive response times: 410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1/93/19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206176 

  Extend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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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Packets out of sequence: 0 

    Packets arrived late: 0 

  UDP-jitter results: 

   RTT number: 410 

    Min positive SD: 3                     Min positive DS: 1 

    Max positive SD: 30                    Max positive DS: 79 

    Positive SD number: 186                Positive DS number: 158 

    Positive SD sum: 2602                  Positive DS sum: 1928 

    Positive SD average: 13                Positive DS average: 12 

    Positive SD square-sum: 45304          Positive DS square-sum: 31682 

    Min negative SD: 1                     Min negative DS: 1 

    Max negative SD: 30                    Max negative DS: 78 

    Negative SD number: 181                Negative DS number: 209 

    Negative SD sum: 181                   Negative DS sum: 209 

    Negative SD average: 13                Negative DS average: 14 

    Negative SD square-sum: 46994          Negative DS square-sum: 3030 

  One way results: 

    Max SD delay: 46                       Max DS delay: 46 

    Min SD delay: 7                        Min DS delay: 7 

    Number of SD delay: 410                Number of DS delay: 410 

    Sum of SD delay: 3705                  Sum of DS delay: 3891 

    Square-Sum of SD delay: 45987          Square-Sum of DS delay: 49393 

    SD lost packets: 0                     DS lost packets: 0 

    Lost packets for unknown reason: 0 

1.8.8  SNMP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SNMP 测试功能，测试从 Device A 发出 SNMP 协议查询报文到收到 SNMP Agent
（Device B）响应报文所用的时间。 

2. 组网图 

图1-9 SNMP 配置测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2)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3) 配置 SNMP Agent（Device B） 



 

1-54 

# 启动 SNMP Agent 服务，设置 SNMP 版本为 all、只读团体名为 public、读写团体名为

private。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snmp-agent sys-info version all 

[DeviceB] snmp-agent community read public 

[DeviceB] snmp-agent community write private 

(4)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SNMP 类型的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并配置测试操作的探测

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SNMP Agent 的 IP 地址 10.2.2.2。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snmp  

[DeviceA-nqa-admin-test1-snmp] destination ip 10.2.2.2 

# 开启 NQA 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 
[DeviceA-nqa-admin-test1-snmp] history-record enable 

[DeviceA-nqa-admin-test1-snmp] quit 

# 启动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SNMP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NMP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50/50/50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2500 

    Last succeeded probe time: 2011-11-22 10:24:41.1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 显示 SNMP 测试的历史记录。 
[DeviceA] display nqa history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history records: 

  Index      Response     Status           Time 

  1          50           Succeeded        2011-11-22 10:24:41.1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Device A 可以和 SNMP Agent（Device B）建立连接，从 Device A 发出一个

SNMP 协议查询报文到收到 SNMP Agent 响应报文所用的时间为 50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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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TCP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TCP 测试功能，测试本端（Device A）和指定目的端（Device B）的端口 9000 之间

建立 TCP 连接所需的时间。 

2. 组网图 

图1-10 TCP 测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2)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3) 配置 Device B 

# 使能 NQA 服务器，配置监听的 IP 地址为 10.2.2.2，TCP 端口号为 900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nqa server enable 

[DeviceB] nqa server tcp-connect 10.2.2.2 9000 

(4)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TCP 类型的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tcp 

#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目的端口号为 9000。 
[DeviceA-nqa-admin-test1-tcp] destination ip 10.2.2.2 

[DeviceA-nqa-admin-test1-tcp] destination port 9000 

# 开启 NQA 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 
[DeviceA-nqa-admin-test1-tcp] history-record enable 

[DeviceA-nqa-admin-test1-tcp] quit 

# 启动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TCP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TCP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13/13/13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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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succeeded probe time: 2011-11-22 10:27:25.1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disconnect: 0 

    Failures due to no connection: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 显示 TCP 测试的历史记录。 
[DeviceA] display nqa history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history records: 

  Index      Response     Status           Time 

  1          13           Succeeded        2011-11-22 10:27:25.1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Device A 可以与 Device B 的端口 9000 建立 TCP 连接，建立连接所需的时间

为 13 毫秒。 

1.8.10  UDP-echo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UDP-echo 测试功能，测试本端（Device A）和指定目的端（Device B）的端口 8000
之间 UDP 协议报文的往返时间。 

2. 组网图 

图1-11 UDP-echo 测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2)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3) 配置 Device B 

# 使能 NQA 服务器，配置监听的 IP 地址为 10.2.2.2，UDP 端口号为 800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nqa server enable 

[DeviceB] nqa server udp-echo 10.2.2.2 8000 

(4)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UDP-echo 类型的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udp-echo 

#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目的端口号为 8000。 
[DeviceA-nqa-admin-test1-udp-echo] destination ip 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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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nqa-admin-test1-udp-echo] destination port 8000 

# 开启 NQA 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 
[DeviceA-nqa-admin-test1-udp-echo] history-record enable 

[DeviceA-nqa-admin-test1-udp-echo] quit 

# 启动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UDP-echo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UDP-echo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25/25/25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625 

    Last succeeded probe time: 2011-11-22 10:36:17.9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 显示 UDP-echo 测试的历史记录。 
[DeviceA] display nqa history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history records: 

  Index      Response     Status           Time 

  1          25           Succeeded        2011-11-22 10:36:17.9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Device A 和 Device B 的端口 8000 之间 UDP 协议报文的往返时间为 25 毫秒。 

1.8.11  UDP-tracert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UDP-tracert 测试功能，探测本端（Device A）到指定目的端（Device B）之间经过的

路径信息。 

2. 组网图 

图1-12 UDP-tracert 测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2)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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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中间设备上配置ip ttl-expires enable命令，在Device B上配置ip unreachables 
enable 命令。 

(4)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UDP-tracert 类型的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udp-tracert 

# 配置测试操作的目的地址为 10.2.2.2，目的端口号为 33434。（目的端口号为 33434 是缺省

操作方式，因此，可以不执行本配置） 
[DeviceA-nqa-admin-test1-udp-tracert] destination ip 10.2.2.2 

[DeviceA-nqa-admin-test1-udp-tracert] destination port 33434 

# 配置可选参数：对一个 TTL 值的节点的探测次数为 3（探测次数为 3 是缺省操作方式，因此，

可以不执行本配置），探测的超时时间为 500 毫秒，测试组连续两次测试开始时间的时间间

隔为 5000 毫秒。 
[DeviceA-nqa-admin-test1-udp-tracert] probe count 3 

[DeviceA-nqa-admin-test1-udp-tracert] probe timeout 500 

[DeviceA-nqa-admin-test1-udp-tracert] frequency 5000 

# 配置 UDP-tracert 测试的出接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 
[DeviceA-nqa-admin-test1-udp-tracert] ou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 开启 UDP-tracert 测试的禁止报文分片功能。 
[DeviceA-nqa-admin-test1-udp-tracert] no-fragment enable 

# 配置最大连续失败次数为 6 次，配置初始 TTL 为 1 
[DeviceA-nqa-admin-test1-udp-tracert] max-failure 6 

[DeviceA-nqa-admin-test1-udp-tracert] init-ttl 1 

# 启动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UDP-tracert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UDP-tracert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6              Receive response times: 6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1/1/1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1 

    Last succeeded probe time: 2013-09-09 14:46:06.2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in test: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UDP-tracert results: 

    TTL    Hop IP             Time 

    1      3.1.1.1            2013-09-09 14:4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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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2.2.2           2013-09-09 14:46:06.2 

# 显示 UDP-tracert 测试的历史记录。 
[DeviceA] display nqa history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history records: 

Index      TTL  Response  Hop IP           Status          Time 

1          2    2         10.2.2.2         Succeeded       2013-09-09 14:46:06.2   

1          2    1         10.2.2.2         Succeeded       2013-09-09 14:46:05.2   

1          2    2         10.2.2.2         Succeeded       2013-09-09 14:46:04.2   

1          1    1         3.1.1.1          Succeeded       2013-09-09 14:46:03.2   

1          1    2         3.1.1.1          Succeeded       2013-09-09 14:46:02.2  

1          1    1         3.1.1.1          Succeeded       2013-09-09 14:46:01.2   

1.8.12  Voice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Voice 测试功能，测试本端（Device A）和指定的目的端（Device B）之间传送语音

报文的抖动时间和网络语音质量参数。 

2. 组网图 

图1-13 Voice 测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2)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3) 配置 Device B 

# 使能 NQA 服务器，配置监听的 IP 地址为 10.2.2.2，UDP 端口号为 900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nqa server enable 

[DeviceB] nqa server udp-echo 10.2.2.2 9000 

(4)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Voice 类型的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voice 

# 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目的端口号为 9000。 
[DeviceA-nqa-admin-test1-voice] destination ip 10.2.2.2 

[DeviceA-nqa-admin-test1-voice] destination port 9000 

[DeviceA-nqa-admin-test1-voice] quit 

# 启动 Voice 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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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Voice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Voice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000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000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31/1328/33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2844813 

    Last packet received time: 2011-06-13 09:49:31.1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Packets out of sequence: 0 

    Packets arrived late: 0 

  Voice results: 

   RTT number: 1000 

    Min positive SD: 1                     Min positive DS: 1 

    Max positive SD: 204                   Max positive DS: 1297 

    Positive SD number: 257                Positive DS number: 259 

    Positive SD sum: 759                   Positive DS sum: 1797 

    Positive SD average: 2                 Positive DS average: 6 

    Positive SD square-sum: 54127          Positive DS square-sum: 1691967 

    Min negative SD: 1                     Min negative DS: 1 

    Max negative SD: 203                   Max negative DS: 1297 

    Negative SD number: 255                Negative DS number: 259 

    Negative SD sum: 759                   Negative DS sum: 1796 

    Negative SD average: 2                 Negative DS average: 6 

    Negative SD square-sum: 53655          Negative DS square-sum: 1691776 

  One way results: 

    Max SD delay: 343                      Max DS delay: 985 

    Min SD delay: 343                      Min DS delay: 985 

    Number of SD delay: 1                  Number of DS delay: 1 

    Sum of SD delay: 343                   Sum of DS delay: 985 

    Square-Sum of SD delay: 117649         Square-Sum of DS delay: 970225 

    SD lost packets: 0                   DS lost packets: 0 

    Lost packets for unknown reason: 0 

  Voice scores: 

    MOS value: 4.38                        ICPIF value: 0 

# 显示 Voice 测试的统计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statistics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statistics: 

  NO. : 1 

 

    Start time: 2011-06-13 09:4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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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time: 331 seconds 

    Send operation times: 4000           Receive response times: 4000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15/1328/32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7160528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Packets out of sequence: 0 

    Packets arrived late: 0 

  Voice results: 

   RTT number: 4000 

    Min positive SD: 1                     Min positive DS: 1 

    Max positive SD: 360                   Max positive DS: 1297 

    Positive SD number: 1030               Positive DS number: 1024 

    Positive SD sum: 4363                  Positive DS sum: 5423 

    Positive SD average: 4                 Positive DS average: 5 

    Positive SD square-sum: 497725         Positive DS square-sum: 2254957 

    Min negative SD: 1                     Min negative DS: 1 

    Max negative SD: 360                   Max negative DS: 1297 

    Negative SD number: 1028               Negative DS number: 1022 

    Negative SD sum: 1028                  Negative DS sum: 1022 

    Negative SD average: 4                 Negative DS average: 5 

    Negative SD square-sum: 495901         Negative DS square-sum: 5419 

  One way results: 

    Max SD delay: 359                      Max DS delay: 985 

    Min SD delay: 0                        Min DS delay: 0 

    Number of SD delay: 4                  Number of DS delay: 4 

    Sum of SD delay: 1390                  Sum of DS delay: 1079 

    Square-Sum of SD delay: 483202         Square-Sum of DS delay: 973651 

    SD lost packets: 0                   DS lost packets: 0 

    Lost packets for unknown reason: 0 

  Voice scores: 

    Max MOS value: 4.38                    Min MOS value: 4.38 

    Max ICPIF value: 0                     Min ICPIF value: 0 

1.8.13  DLSw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DLSw 测试功能，测试 DLSw 设备的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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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4 DLSw 测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创建 DLSw 类型的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并配置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dlsw 

[DeviceA-nqa-admin-test1-dlsw] destination ip 10.2.2.2 

# 开启 NQA 测试组的历史记录保存功能。 
[DeviceA-nqa-admin-test1-dlsw] history-record enable 

[DeviceA-nqa-admin-test1-dlsw] quit 

# 启动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DLSw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LSw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19/19/19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361 

    Last succeeded probe time: 2011-11-22 10:40:27.7 

  Extended results: 

    Packet loss ratio: 0%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disconnect: 0 

    Failures due to no connection: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 显示 DLSw 测试的历史记录。 
[DeviceA] display nqa history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history records: 

  Index      Response     Status           Time 

  1          19           Succeeded        2011-11-22 10:40: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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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显示信息表示，DLSw 设备的响应时间为 19 毫秒。 

1.8.14  Path-jitter测试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使用 NQA 的 Path-jitter 测试功能，测试本端（Device A）到指定目的端（Device C）间的网络质量

情况。 

2. 组网图 

图1-15 Path-jitter 测试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在 Device B 上配置 ip ttl-expires enable 命令，在设备 C 上配置 ip unreachables 
enable 命令。 

# 创建 Path-jitter 类型的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并配置探测报文的目

的地址为 10.2.2.2。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entry admin test1 

[DeviceA-nqa-admin-test1] type path-jitter 

[DeviceA-nqa-admin-test1-path-jitter] destination ip 10.2.2.2 

# 配置可选参数：测试组连续两次测试开始时间的时间间隔为 10000 毫秒。 
[DeviceA-nqa-admin-test1-path-jitter] frequency 10000 

[DeviceA-nqa-admin-test1-path-jitter] quit 

# 启动 Path-jitter 测试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Device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 测试执行一段时间后，停止 Path-jitter 测试操作。 
[DeviceA] undo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Path-jitter 测试中最后一次测试的当前结果。 
[DeviceA] display nqa result admin test1 

NQA entry (admin admin, tag test1) test results: 

  Hop IP 10.1.1.2 

    Basic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0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0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9/21/14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2419 

    Extend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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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Packets out of sequence: 0 

      Packets arrived late: 0 

    Path-Jitter Results 

      Jitter number: 9 

        Min/Max/Average jitter: 1/10/4 

      Positive jitter number: 6 

        Min/Max/Average positive jitter: 1/9/4 

        Sum/Square-Sum positive jitter: 25/173 

      Negative jitter number: 3 

        Min/Max/Average negative jitter: 2/10/6 

        Sum/Square-Sum positive jitter: 19/153 

 

  Hop IP 10.2.2.2 

    Basic Results 

      Send operation times: 10             Receive response times: 10 

      Min/Max/Average round trip time: 15/40/28 

      Square-Sum of round trip time: 4493 

    Extended Results 

      Failures due to timeout: 0 

      Failures due to internal error: 0 

      Failures due to other errors: 0 

      Packets out of sequence: 0 

      Packets arrived late: 0 

    Path-Jitter Results 

      Jitter number: 9 

        Min/Max/Average jitter: 1/10/4 

      Positive jitter number: 6 

        Min/Max/Average positive jitter: 1/9/4 

        Sum/Square-Sum positive jitter: 25/173 

      Negative jitter number: 3 

        Min/Max/Average negative jitter: 2/10/6 

        Sum/Square-Sum positive jitter: 19/153 

1.8.15  NQA联动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Switch A 到达 Switch C 的静态路由下一跳为 Switch B。 

• 在 Switch A 上通过静态路由、Track 与 NQA 联动，对到达 Switch C 的静态路由有效性进行

实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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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6 NQA 联动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2) 在 Switch A 上配置静态路由，并与 Track 项关联。 

# 配置到达Switch C的静态路由下一跳地址为 10.2.1.1，并配置静态路由与Track项 1关联。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ip route-static 10.1.1.2 24 10.2.1.1 track 1 

(3) 在 Switch A 上配置 NQA 测试组 

# 创建管理员名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 的 NQA 测试组。 
[SwitchA] nqa entry admin test1 

# 配置测试类型为 ICMP-echo。 
[SwitchA-nqa-admin-test1] type icmp-echo 

# 配置目的地址为 10.2.1.1。 
[SwitchA-nqa-admin-test1-icmp-echo] destination ip 10.2.1.1 

# 测试频率为 100ms。 
[SwitchA-nqa-admin-test1-icmp-echo] frequency 100 

# 配置联动项 1（连续失败 5 次触发联动）。 
[SwitchA-nqa-admin-test1-icmp-echo] reaction 1 checked-element probe-fail 
threshold-type consecutive 5 action-type trigger-only 

[SwitchA-nqa-admin-test1-icmp-echo] quit 

# 启动 ICMP-echo 探测操作，并一直进行测试。 
[SwitchA] nqa schedule admin test1 start-time now lifetime forever 

(4) 在 Switch A 上配置 Track 项 

# 配置 Track 项 1，关联 NQA 测试组（管理员为 admin，操作标签为 test1）的联动项 1。 
[SwitchA] track 1 nqa entry admin test1 reaction 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witch A 上 Track 项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track all 

Track ID: 1 

  State: Positive 

  Duration: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0 seconds 

  Notification delay: Positive 0, Negative 0 (in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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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ked object: 

    NQA entry: admin test1 

    Reaction: 1  

# 显示 Switch A 的路由表。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13        Routes : 13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0.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1.1.0/24         Static 60   0            10.2.1.1        Vlan3 

10.2.1.0/24         Direct 0    0            10.2.1.2        Vlan3 

10.2.1.0/32         Direct 0    0            10.2.1.2        Vlan3 

10.2.1.2/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2.1.255/32       Direct 0    0            10.2.1.2        Vlan3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24.0.0.0/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24.0.0.0/2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55.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NQA 测试的结果为下一跳地址 10.2.1.1 可达（Track 项状态为 Positive），配置

的静态路由生效。 

# 在 Switch B 上删除 VLAN 接口 3 的 IP 地址。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B-Vlan-interface3] undo ip address 

# 显示 Switch A 上 Track 项的信息。 
[SwitchA] display track all 

Track ID: 1 

  State: Negative 

  Duration: 0 days 0 hours 0 minutes 0 seconds 

  Notification delay: Positive 0, Negative 0 (in seconds) 

  Tracked object: 

    NQA entry: admin test1 

    Reaction: 1  

# 显示 Switch A 的路由表。 
[SwitchA] display ip routing-table 

 

Destinations : 12        Routes : 12 

 

Destination/Mask    Proto  Pre  Cost         NextHop         Interface 

0.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0.2.1.0/24         Direct 0    0            10.2.1.2        Vlan3 

10.2.1.0/32         Direct 0    0            10.2.1.2        Vlan3 

10.2.1.2/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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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55/32       Direct 0    0            10.2.1.2        Vlan3 

127.0.0.0/8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0/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0.0.1/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127.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224.0.0.0/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24.0.0.0/24        Direct 0    0            0.0.0.0         NULL0 

255.255.255.255/32  Direct 0    0            127.0.0.1       InLoop0  

以上显示信息表示，NQA 测试的结果为下一跳地址 10.2.1.1 不可达（Track 项状态为 Negative），
配置的静态路由无效。 

1.8.16  ICMP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外部特性通过引用 ICMP 类型的 NQA 模板，测试本端（Device A）发送的报文是否可以到达指定

的目的端（Device B）。 

2. 组网图 

图1-17 ICMP 类型的 NQA 模板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创建 ICMP 类型的 NQA 模板，模板名为 icmp，并配置操作中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template icmp icmp 

[DeviceA-nqatplt-icmp-icmp] destination ip 10.2.2.2 



 

1-68 

# 配置 ICMP 一次探测的超时时间为 500 毫秒，连续两次探测开始时间的时间间隔为 3000 毫秒。 
[DeviceA-nqatplt-icmp-icmp] probe timeout 500 

[DeviceA-nqatplt-icmp-icmp] frequency 3000 

# 配置确定节点有效前需要连续探测成功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成功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

端把探测成功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icmp-icmp]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2 

# 配置确定节点失效需要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

把探测失败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是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icmp-icmp]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2 

1.8.17  DNS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外部特性通过引用 DNS 类型的 NQA 模板，测试 Device A 是否可以通过指定的 DNS 服务器将域名

host.com 解析为 IP 地址。 

2. 组网图 

图1-18 DNS 类型的 NQA 模板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创建 DNS 类型的 NQA 模板，模板名为 dns。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template dns dns 

# 配置操作中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10.2.2.2，要解析的域名为 host.com，

解析类型为 A，用户期望返回的 IP 地址为 3.3.3.3。 
[DeviceA-nqatplt-dns-dns] destination ip 10.2.2.2 

[DeviceA-nqatplt-dns-dns] resolve-target host.com 

[DeviceA-nqatplt-dns-dns] resolve-type A 

[DeviceA-nqatplt-dns-dns] expect ip 3.3.3.3 

# 配置确定节点有效前需要连续探测成功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成功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

端把探测成功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dns-dns]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2 

# 配置确定节点失效需要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

把探测失败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dns-dns]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2 



 

1-69 

1.8.18  TCP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外部特性通过引用 TCP 类型的 NQA 模板，测试本端（Device A）和服务器（Device B）的端口之

间能否建立 TCP 连接，并处理服务器端的应答数据。 

2. 组网图 

图1-19 TCP 类型的 NQA 模板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1) 配置 Device B 

# 使能 NQA 服务器，配置监听的 IP 地址为 10.2.2.2，TCP 端口号为 9000。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nqa server enable 

[DeviceB] nqa server tcp-connect 10.2.2.2 9000 

(2)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TCP 类型的 NQA 模板，模板名为 tcp。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template tcp tcp 

# 配置 TCP 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目的端口号为 9000。 
[DeviceA-nqatplt-tcp-tcp] destination ip 10.2.2.2 

[DeviceA-nqatplt-tcp-tcp] destination port 9000 

# 配置确定节点有效前需要连续探测成功的次数为2。当连续探测成功次数达到2次时，NQA
客户端把探测成功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

理。 
[DeviceA-nqatplt-tcp-tcp]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2 

# 配置确定节点失效需要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把探测失败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

理。 
[DeviceA-nqatplt-tcp-tcp]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2 

1.8.19  TCP Half Open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外部特性通过引用 TCP Half Open 类型的 NQA 模板，测试本端（Device A）和服务器（Device B）
的 TCP 服务是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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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20 TCP Half Open 类型的 NQA 模板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TCP Half Open 类型的 NQA 模板，模板名为 test。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template tcphalfopen test 

# 配置 TCP Half Open 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 
[DeviceA-nqatplt-tcphalfopen-test] destination ip 10.2.2.2 

# 配置连续探测成功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成功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把探测成功

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tcphalfopen-test]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2 

# 配置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把探测失败

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tcphalfopen-test]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2 

1.8.20  UDP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外部特性通过引用 UDP 类型的 NQA 模板，测试本端（Device A）和服务器（Device B）的端口之

间的 UDP 报文交互，并处理服务器端的应答数据。 

2. 组网图 

图1-21 UDP 类型的 NQA 模板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1) 配置 Device B 

# 使能 NQA 服务器，配置监听的 IP 地址为 10.2.2.2，UDP 端口号为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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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nqa server enable 

[DeviceB] nqa server udp-echo 10.2.2.2 9000 

(2)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UDP 类型的 NQA 模板，模板名为 udp。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template udp udp 

# 配置 UDP 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目的端口号为 9000。 
[DeviceA-nqatplt-udp-udp] destination ip 10.2.2.2 

[DeviceA-nqatplt-udp-udp] destination port 9000 

# 配置确定节点有效前需要连续探测成功的次数为2。当连续探测成功次数达到2次时，NQA
客户端把探测成功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

理。 
[DeviceA-nqatplt-udp-udp]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2 

# 配置确定节点失效需要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把探测失败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

理。 
[DeviceA-nqatplt-udp-udp]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2 

1.8.21  HTTP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外部特性通过引用 HTTP 类型的 NQA 模板，测试是否可以和指定的 HTTP 服务器之间建立连接，

以及能否从 HTTP 服务器获取数据。 

2. 组网图 

图1-22 HTTP 类型的 NQA 模板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创建 HTTP 类型的 NQA 模板，模板名为 http。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template http http 

# 配置 HTTP 测试的网址为 https://10.2.2.2/index.htm。 
[DeviceA-nqatplt-http-http] url http://10.2.2.2/index.htm 

# 配置 HTTP 测试的操作方式为 get 操作。（get 操作为缺省操作方式，因此，可以不执行本配置） 
[DeviceA-nqatplt-http-http] operation get 



 

1-72 

# 配置确定节点有效前需要连续探测成功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成功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

端把探测成功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http-http]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2 

1.8.22  HTTPS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外部特性通过引用 HTTPS 类型的 NQA 模板，测试是否可以和指定的 HTTPS 服务器之间建立连接，

以及能否从 HTTPS 服务器获取数据。 

2. 组网图 

图1-23 HTTPS 类型的 NQA 模板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在 Device A 上配置 SSL 客户端策略，确保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可以建立 SSL 安全连接。（配置过

程略） 

# 创建 HTTPS 类型的 NQA 模板，模板名为 test。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template https https 

# 配置 HTTPS 测试的网址为 https://10.2.2.2/index.htm。 
[DeviceA-nqatplt-https-https] url https://10.2.2.2/index.htm 

# 配置 HTTPS 绑定的 SSL 客户端策略为 abc。 
[DeviceA-nqatplt-https-https] ssl-client-policy abc 

# 配置 HTTPS 测试的操作方式为 get 操作。（get 操作为缺省操作方式，可不执行本配置） 
[DeviceA-nqatplt-https-https] operation get 

# 配置 HTTPS 测试使用的版本为 1.0。（缺省情况下使用的版本为 1.0，可不执行本配置） 
[DeviceA-nqatplt-https-https] version v1.0 

# 配置连续探测成功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成功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把探测成功的消息

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https-https]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2 

# 配置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把探测失败的消息

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https-https]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2 

# 配置确定节点失效需要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

把探测失败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https-https]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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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  FTP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外部特性通过引用 FTP 类型的 NQA 模板，测试 Device A 是否可以和指定的 FTP 服务器 Device B
建立连接，以及能否往 FTP服务器上传文件。登录 FTP服务器的用户名为 admin，密码为 systemtest，
要传送到服务器的文件名为 config.txt。 

2. 组网图 

图1-24 FTP 类型的 NQA 模板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创建 FTP 类型的 NQA 模板，模板名为 ftp。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template ftp ftp 

# 配置操作的目的地址为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10.2.2.2。 
[DeviceA-nqatplt-ftp-ftp] url ftp://10.2.2.2 

# 配置探测报文的源 IP 地址为 10.1.1.1。 
[DeviceA-nqatplt-ftp-ftp] source ip 10.1.1.1 

# 配置执行的操作为向 FTP 服务器上传文件 config.txt。 
[DeviceA-nqatplt-ftp-ftp] operation put 

[DeviceA-nqatplt-ftp-ftp] filename config.txt 

# 配置登录 FTP 服务器的用户名为 admin。 
[DeviceA-nqatplt-ftp-ftp] username admin 

# 配置登录 FTP 服务器的密码为 systemtest。 
[DeviceA-nqatplt-ftp-ftp] password simple systemtest 

# 配置确定节点有效前需要连续探测成功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成功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

端把探测成功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ftp-ftp]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2 

# 配置确定节点失效需要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

把探测失败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ftp-ftp]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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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  RADIUS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外部特性通过引用 RADIUS 类型的 NQA 模板，测试 Device A 是否可以和指定的 RADIUS 服务器

Device B 建立连接，并检测 Device B 是否提供服务。RADIUS 用户名为 admin，RADIUS 密码为

systemtest，RADIUS 认证使用的共享密钥为 123456。 

2. 组网图 

图1-25 RADIUS 类型的 NQA 模板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配置 RADIUS 服务器 Device B。（配置步骤略） 

# 创建 RADIUS 类型的 NQA 模板，模板名为 radius。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template radius radius 

# 配置 RADIUS 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 
[DeviceA-nqatplt-radius-radius] destination ip 10.2.2.2 

# 配置 RADIUS RADIUS 用户名为 admin，RADIUS 密码为明文 systemtest。 
[DeviceA-nqatplt-radius-radius] username admin 

[DeviceA-nqatplt-radius-radius] password simple systemtest 

# 配置 RADIUS 用于 RADIUS 认证的共享密钥为明文 123456。 
[DeviceA-nqatplt-radius-radius] key simple 123456 

# 配置确定节点有效前需要连续探测成功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成功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

端把探测成功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radius-radius]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2 

# 配置确定节点失效需要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

把探测失败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radius-radius]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2 

1.8.25  SSL类型的NQA模板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外部特性通过引用 SSL 类型的 NQA 模板，本端（Device A）通过引用指定的 SSL 客户端策略与

SSL 服务器（Device B）建立 SSL 连接，从而测试 SSL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连通性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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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26 SSL 类型的 NQA 模板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配置各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过程略） 

# 配置静态路由或动态路由协议，确保各设备之间路由可达。（配置过程略） 

# 在 Device A 上配置 SSL 客户端策略，确保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可以建立 SSL 安全连接。（配置过

程略） 

(1) 配置 Device A 

# 创建 SSL 类型的 NQA 模板，模板名为 ssl。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qa template ssl ssl 

# 配置 SSL 探测报文的目的地址为 10.2.2.2，目的端口号为 9000。 
[DeviceA-nqatplt-ssl-ssl] destination ip 10.2.2.2 

[DeviceA-nqatplt-ssl-ssl] destination port 9000 

# 配置 SSL 绑定的 SSL 客户端策略为 abc。 
[DeviceA-nqatplt-ssl-ssl] ssl-client-policy abc 

# 配置连续探测成功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成功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把探测成功

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ssl-ssl] reaction trigger probe-pass 2 

# 配置连续探测失败的次数为 2。当连续探测失败次数达到 2 次时，NQA 客户端把探测失败

的消息发送给外部特性，使外部特性能利用 NQA 测试的结果进行相应处理。 
[DeviceA-nqatplt-ssl-ssl] reaction trigger probe-fai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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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TP 
1.1  NTP简介 

在大型的网络中，如果依靠管理员手工配置来修改网络中各台设备的系统时间，不但工作量巨大，

而且也不能保证时间的精确性。NTP（Network Time Protocol，网络时间协议）可以用来在分布式

时间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进行时间同步，使网络内所有设备的时间保持一致，并提供较高的时间同

步精度。NTP 采用的传输层协议为 UDP，使用的 UDP 端口号为 123。 

 

这里的“分布式”指的是运行 NTP 的设备既可以与其他设备的时间同步，又可以作为时间服务器

为其他设备提供时间同步。 

 

1.1.1  NTP应用场合 

NTP 主要应用于需要网络中所有设备的时间保持一致的场合，比如： 

• 需要以时间作为参照依据，对从不同设备采集来的日志信息、调试信息进行分析的网络管理

系统。 

• 对设备时间一致性有要求的计费系统。 

• 多个系统协同处理同一个比较复杂的事件的场合。此时，为保证正确的执行顺序，多个系统

的时间必须保持一致。 

1.1.2  NTP基本工作原理 

NTP的基本工作原理如 图 1-1 所示。Device A和Device B通过网络相连，Device A和Device B的时

间不同，需要通过NTP实现时间的自动同步。为便于理解，作如下假设： 

• 在 Device A 和 Device B 的时间同步之前，Device A 的时间设定为 10:00:00 am，Device B
的时间设定为 11:00:00 am。 

• Device B 作为 NTP 时间服务器，即 Device A 与 Device B 的时间同步。 

• NTP 报文从 Device A 到 Device B、从 Device B 到 Device A 单向传输所需要的时间均为 1
秒。 

• Device B 处理 NTP 报文所需的时间是 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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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NTP 基本工作原理图 

 

 

Device A 和 Device B 时间同步的工作过程如下： 

(1) Device A 发送一个 NTP 报文给 Device B，该报文带有它离开 Device A 时的时间戳，该时间

戳为 10:00:00 am（T1）。 

(2) 当此 NTP 报文到达 Device B 时，Device B 在 NTP 报文上增加该报文到达 Device B 时的时

间戳，该时间戳为 11:00:01 am（T2）。 

(3) 当此 NTP 报文离开 Device B 时，Device B 再在 NTP 报文上增加该报文离开 Device B 时的

时间戳，该时间戳为 11:00:02 am（T3）。 

(4) 当 Device A 接收到该响应报文时，Device A 的本地时间为 10:00:03 am（T4）。 

至此，Device A 可以根据上述时间戳计算两个重要的参数： 

• NTP 报文的往返时延 Delay = (T4 – T1) – (T3 – T2) = 2 秒。 

• Device A 相对 Device B 的时间差 Offset = ((T2 – T1) + (T3 – T4)) / 2 = 1 小时。 

这样，Device A 就能够根据这些信息来设定自己的时间，使之与 Device B 的时间同步。 

以上内容只是对 NTP 工作原理的一个粗略描述，详细内容请参阅相关的协议规范。 

1.1.3  NTP网络结构及时钟层数 

NTP 通过时钟层数来定义时钟的准确度。时钟层数的取值范围为 1～16，取值越小，时钟准确度越

高。层数为 1～15 的时钟处于同步状态；层数为 16 的时钟处于未同步状态。 

IP network

Device BDevice A

10:00:00 am 11:00:01 am

10:00:00 am

NTP message

NTP message

Device A receives the NTP message at 10:00:03 am

1.

3.

2.

4.

NTP message 10:00:00 am 11:00:01 am 11:00:02 am

NTP message 10:00:00 am 11:00:01 am 11:00:0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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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NTP 网络结构 

 
 

如 图 1-2 所示，实际网络中，通常将从权威时钟（如原子时钟）获得时间同步的NTP服务器的层数

设置为 1，并将其作为主时间服务器，为网络中其他设备的时钟提供时间同步。网络中的设备与主

时间服务器的NTP距离，即NTP同步链上NTP服务器的数目，决定了设备上时钟的层数。例如，从

主时间服务器获得时间同步的设备的时钟层数为 2，即比主时间服务器的时钟层数大 1；从时钟层

数为 2 的时间服务器获得时间同步的设备的时钟层数为 3，以此类推。 

为了保证时间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可以为一台设备指定多个时间服务器，设备根据时钟层数等参数

进行时钟过滤和选择，从多个时间服务器中选择最优的时钟，与其同步。设备选中的时钟称为参考

时钟。时钟优选过程的详细介绍，请参阅相关的协议规范。 

在某些网络中，例如无法与外界通信的孤立网络，网络中的设备无法与权威时钟进行时间同步。此

时，可以从该网络中选择一台时钟较为准确的设备，指定该设备与本地时钟进行时间同步，即采用

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使得该设备的时钟处于同步状态。该设备作为时间服务器为网络中的其他

设备提供时间同步，从而实现整个网络的时间同步。 

1.1.4  NTP的工作模式 

NTP 支持以下几种工作模式： 

• 客户端/服务器模式 

• 对等体模式 

• 广播模式 

• 组播模式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一种或几种工作模式进行时间同步。各种模式的详细介绍，如 表 1-1 所示。 

本文中 NTP 服务器或服务器指的是客户端/服务器模式中工作在服务器模式的设备；时间服务器指

的是所有能够提供时间同步的设备，包括 NTP 服务器、NTP 对等体、广播服务器和组播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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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NTP 模式介绍 

模式 工作过程 时间同步方向 应用场合 

客户端/服
务器模式 

客户端上需要手工指定NTP服务器的

地址。客户端向NTP服务器发送NTP
时间同步报文。NTP服务器收到报文后

会自动工作在服务器模式，并回复应答

报文 

如果客户端可以从多个时间服务器获

取时间同步，则客户端收到应答报文

后，进行时钟过滤和选择，并与优选的

时钟进行时间同步 

• 客户端能够与 NTP
服务器的时间同步 

• NTP 服务器无法与

客户端的时间同步 

如图1-2所示，该模式通常用于

下级的设备从上级的时间服务

器获取时间同步 

对等体模

式 

主动对等体（Symmetric active peer）
上需要手工指定被动对等体

（Symmetric passive peer）的地址。

主动对等体向被动对等体发送NTP时
间同步报文。被动对等体收到报文后会

自动工作在被动对等体模式，并回复应

答报文 

如果主动对等体可以从多个时间服务

器获取时间同步，则主动对等体收到应

答报文后，进行时钟过滤和选择，并与

优选的时钟进行时间同步 

• 主动对等体和被动

对等体的时间可以

互相同步 

• 如果双方的时钟都

处于同步状态，则

层数大的时钟与层

数小的时钟的时间

同步 

如图1-2所示，该模式通常用于

同级的设备间互相同步，以便

在同级的设备间形成备份。如

果某台设备与所有上级时间服

务器的通信出现故障，则该设

备仍然可以从同级的时间服务

器获得时间同步 

广播模式 

广播服务器周期性地向广播地址

255.255.255.255发送NTP时间同步报

文。广播客户端侦听来自广播服务器的

广播报文，根据接收的广播报文将设备

的时间与广播服务器的时间进行同步 

广播客户端接收到广播服务器发送的

第一个NTP报文后，会与广播服务器进

行报文交互，以获得报文的往返时延，

为时间同步提供必要的参数。之后，只

有广播服务器单方向发送报文 

• 广播客户端能够与

广播服务器的时间

同步 

• 广播服务器无法与

广播客户端的时间

同步 

广播服务器广播发送时间同步

报文，可以同时同步同一个子

网中多个广播客户端的时间。

如图1-2所示，使用同一个时间

服务器为同一个子网中的大量

设备提供时间同步时，可以使

用广播模式，以简化网络配置

由于只有广播服务器单方向发

送报文，广播模式的时间准确

度不如客户端/服务器模式和

对等体模式 

组播模式 

组播服务器周期性地向指定的组播地

址发送NTP时间同步报文。客户端侦听

来自服务器的组播报文，根据接收的组

播报文将设备的时间与组播服务器的

时间进行同步 

• 组播客户端能够与

组播服务器的时间

同步 

• 组播服务器无法与

组播客户端的时间

同步 

组播模式对广播模式进行了扩

展，组播服务器可以同时为同

一子网、不同子网的多个组播

客户端提供时间同步 

组播模式的时间准确度不如客

户端/服务器模式和对等体模

式 

 

1.1.5  NTP安全功能 

为了提高时间同步的安全性，NTP 提供了 NTP 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和 NTP 验证功能。 

1. NTP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 

本功能是指利用 ACL 限制对端设备对本地设备上 NTP 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NTP 服务的访问控制

权限从高到低依次为 peer、server、synchronization、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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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er：完全访问权限。该权限既允许对端设备向本地设备的时间同步，对本地设备进行控制

查询（查询 NTP 的一些状态，比如告警信息、验证状态、时间服务器信息等），同时本地设备

也可以向对端设备的时间同步。 

• server：服务器访问与查询权限。该权限允许对端设备向本地设备的时间同步，对本地设备

进行控制查询，但本地设备不会向对端设备的时间同步。 

• synchronization：仅具有访问服务器的权限。该权限只允许对端设备向本地设备的时间

同步，但不能进行控制查询。 

• query：仅具有控制查询的权限。该权限只允许对端设备对本地设备的 NTP 服务进行控制查

询，但是不能向本地设备的时间同步。 

当设备接收到 NTP 服务请求时，会按照权限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进行匹配。匹配原则为： 

• 如果没有指定权限应用的 ACL 或权限应用的 ACL 尚未创建，则继续匹配下一个权限。 

• 如果所有的权限都没有应用 ACL 或权限应用的 ACL 尚未创建，则所有对端设备对本地设备

NTP 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均为 peer。 

• 如果存在应用了 ACL 的权限，且该 ACL 已经创建，则只有 NTP 服务请求匹配了某个权限应

用的 ACL 中的 permit 规则，发送该 NTP 服务请求的对端设备才会具有该访问控制权限。

其他情况下（NTP 服务请求匹配某个权限应用的 ACL 中的 deny 规则或没有匹配任何权限的

任何规则），发送该 NTP 服务请求的对端设备不具有任何权限。 

配置 NTP 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仅提供了一种最小限度的安全措施，更安全的方法是使用 NTP 验

证功能。 

2. NTP验证功能 

在一些对时间同步的安全性要求较高的网络中，运行 NTP 协议时需要使用 NTP 验证功能。NTP 验

证功能可以用来验证接收到的 NTP 报文的合法性。只有报文通过验证后，设备才会接收该报文，

并从中获取时间同步信息；否则，设备会丢弃该报文。从而，保证设备不会与非法的时间服务器进

行时间同步，避免时间同步错误。 

图1-3 NTP 验证功能示意图 

 

 

如 图 1-3 所示，NTP验证功能的工作过程为： 

(1) NTP 报文发送者利用密钥 ID 标识的密钥对 NTP 报文进行 MD5/HMAC 运算，并将计算出来的

摘要信息连同 NTP 报文和密钥 ID 一起发送给接收者。 

(2) 接收者接收到该 NTP 报文后，根据报文中的密钥 ID 找到对应的密钥，并利用该密钥对报文进

行 MD5/HMAC 运算。接收者将运算结果与报文中的摘要信息比较，依据比较结果，有以下三

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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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结果不相同，则丢弃该报文。 

• 比较结果相同，且本地无需建立NTP会话，则应答该报文。建立会话的详细介绍，请参见“

配置动态会话的最大数目”。 

• 比较结果相同，且本地需要建立或已存在NTP会话，则检查NTP报文发送者是否有权在本端

使用该密钥 ID，检查通过，则接收该报文；否则，丢弃该报文。 

1.1.6  协议规范 

与 NTP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1305：Network Time Protocol (Version 3) Specific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Analysis 

• RFC 5905：Network Time Protocol Version 4: Protocol and Algorithms Specification 

1.2  NTP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NTP 时，需要注意： 

• 设备上不能同时配置 NTP 和 SNTP 功能。 

• NTP 功能中所指的“接口”为三层接口。 

• 为保证时间同步的准确性，不建议用户在组网中配置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时钟源，以免造成

时钟震荡，甚至出现无法同步的情况。 

• 建议用户不要在聚合成员口上进行 NTP 相关配置。 

• 用户需要保证通过 clock protocol 命令，配置以 NTP 方式获取系统时间。有关 clock 
protocol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设备管理”。  

1.3  NTP配置任务简介 

NTP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NTP服务 

(2) 配置不同工作模式下的NTP 

 配置客户端/服务器模式下的NTP 

 配置对等体模式下的NTP 

 配置广播模式下的NTP 

 配置组播模式下的NTP 

(3) （可选）配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 

(4) （可选）配置NTP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 

(5) （可选）配置NTP验证功能 

 配置客户端/服务器模式的NTP验证功能 

 配置对等体模式的NTP验证功能 

 配置广播模式的NTP验证功能 

 配置组播模式的NTP验证功能 

(6) （可选）控制NTP报文的收发 

 配置NTP报文的源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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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接口接收NTP报文功能 

 配置动态会话的最大数目 

 配置NTP报文的DSCP优先级 

1.4  开启NTP服务 

1. 配置准备 

NTP 服务与 SNTP 服务互斥，同一时刻只能开启其中一个服务。因此，在开启 NTP 服务器之前，

请确保 SNTP 服务关闭。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TP 服务。 
ntp-service enable 
缺省情况下， NTP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1.5  配置不同工作模式下的NTP 

1.5.1  配置客户端/服务器模式下的NTP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当设备采用客户端/服务器模式时，需要在客户端上指定服务器的地址。 

• 当服务器端的时钟层数大于或等于客户端的时钟层数时，客户端将不会与其同步。 

• 可以通过多次执行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命令和 ntp-service ipv6 
unicast-server 命令为设备指定多个服务器。 

• 服务器需要通过与其他设备同步或配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等方式，使得自己的时钟处于

同步状态，否则客户端不会将自己的时间与服务器的时间同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为设备指定 NTP 服务器。 

（IPv4 网络）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 server-name | ip-address }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maxpoll maxpoll-interval | minpoll 
minpoll-interval | priority |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ersion number ] * 

（IPv6 网络） 
ntp-service ipv6 unicast-server { server-name | ipv6-address }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maxpoll maxpoll-interval | minp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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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poll-interval | priority |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NTP 服务器。 

1.5.2  配置对等体模式下的NTP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当设备采用对等体模式时，需要在主动对等体上指定被动对等体的地址。 

• 被动对等体上需要执行 ntp-service enable命令来开启 NTP 服务，否则被动对等体不会

处理来自主动对等体的 NTP 报文。 

• 主动对等体和被动对等体的时钟至少要有一个处于同步状态，否则它们的时间都将无法同

步。 

• 可以通过多次执行 ntp-service unicast-peer 命令或 ntp-service ipv6 
unicast-peer 命令为设备指定多个被动对等体。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指定设备的被动对等体。 

（IPv4 网络） 
ntp-service unicast-peer { peer-name | ip-address }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maxpoll maxpoll-interval | minpoll 
minpoll-interval | priority |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ersion number ] * 

（IPv6 网络） 
ntp-service ipv6 unicast-peer { peer-name | ipv6-address }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maxpoll maxpoll-interval | minpoll 
minpoll-interval | priority |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被动对等体。 

1.5.3  配置广播模式下的NTP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当设备采用广播模式时，广播服务器端和广播客户端上都需要进行配置。 

• 配置 NTP 的广播模式之前，广播服务器需要通过与其他设备同步或配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

钟等方式，使得自己的时钟处于同步状态，否则广播客户端不会将自己的时间与广播服务器

的时间同步。 

2. 配置广播客户端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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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要接收 NTP 广播报文的接口。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设备工作在 NTP 广播客户端模式。 
ntp-service broadcast-clien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工作模式。 

执行本命令后，设备将通过当前接口接收 NTP 广播报文。 

3. 配置广播服务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要发送 NTP 广播报文的接口。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设备工作在 NTP 广播服务器模式。 
ntp-service broadcast-server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version 
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工作模式。 

执行本命令后，设备将通过当前接口周期性发送 NTP 广播报文。 

1.5.4  配置组播模式下的NTP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设备采用组播模式时，在组播服务器端和组播客户端上都需要进行本配置。 

• 配置 NTP 的组播模式之前，组播服务器需要通过与其他设备同步或配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

钟等方式，使得自己的时钟处于同步状态，否则组播客户端不会将自己的时间与组播服务器

的时间同步。 

2. 配置组播客户端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要接收 NTP 组播报文的接口。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设备工作在 NTP 组播客户端模式。 

（IPv4 网络） 
ntp-service multicast-client [ ip-address ] 

（IPv6 网络） 
ntp-service ipv6 multicast-client ipv6-add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工作模式。 

执行本命令后，设备将通过当前接口接收 NTP 组播报文。 

3. 配置组播服务器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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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要发送 NTP 组播报文的接口。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设备工作在 NTP 组播服务器模式。 

（IPv4 网络） 
ntp-service multicast-server [ ip-address ]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ttl ttl-number | version number ] * 

（IPv6 网络） 
ntp-service ipv6 multicast-server ipv6-address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ttl ttl-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工作模式。 

执行本命令后，设备将通过当前接口周期性发送 NTP 组播报文。 

1.6  配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 

1. 功能简介 

本配置用来指定设备与本地时钟进行时间同步，使得该设备的时钟处于同步状态。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配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后，本地设备的时钟将处于同步状态，可以作为时间服务器为网

络中其他设备的时钟提供时间同步。如果本地设备的时钟不正确，则会导致网络中设备的时

间错误，请谨慎使用本配置。 

• 有些设备重启后，系统时间会变成系统初始化的时间。建议不要在这些设备上配置本地时钟

作为参考时钟，并且不要将这些设备指定为时间服务器。 

• 设备断电重启后，系统时间会变成系统初始化的时间；设备软重启时，启动阶段的系统时钟

处于关闭状态，启动之后的系统时钟将不准确。建议不要在设备上配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

钟，并且不要将设备指定为时间服务器。 

• 不同的设备在时钟精度方面存在差异，一个网段中建议只配置一个精度最高参考时钟，否则

可能出现网络震荡，导致时钟无法同步。 

3. 配置准备 

配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之前，建议先校准本地系统时间。 

4.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 ip-address ] [ stratum ] 

缺省情况下，设备未采用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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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配置NTP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 

1. 配置准备 

在配置对本地设备 NTP 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时，需要创建并配置与访问权限关联的 ACL。ACL 的

配置方法请参见“ACL 和 QoS 配置指导”中的“ACL”。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对端设备对本地设备 NTP 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 

（IPv4 网络） 
ntp-service { peer | query | server | synchronization } acl 
ipv4-acl-number 

（IPv6 网络） 
ntp-service ipv6 { peer | query | server | synchronization } acl 
ipv4-acl-number 

缺省情况下，对端设备对本地设备 NTP 服务的访问控制权限为 peer（完全访问权限）。 

1.8  配置NTP验证功能 

1.8.1  配置客户端/服务器模式的NTP验证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客户端和服务器上需要配置相同的密钥 ID、验证算法及密钥值，并且保证对端有权在本端使用该密

钥 ID 进行验证，否则会导致 NTP 验证失败。 

客户端和服务器上进行不同的配置时，NTP验证结果有所不同，详细介绍请参见 表 1-2。其中，表

格中的“-”表示不管此项是否配置。 

表1-2 客户端和服务器上进行不同配置时的 NTP 验证结果 

客户端 服务器 

结果 
身份验证 关联密钥 关联密钥存在且为

可信密钥 身份验证 关联密钥存在且

为可信密钥 

是 是 是 是 是 身份验证成功 

是 是 是 是 否 身份验证失败 

是 是 是 否 - 身份验证失败 

是 是 否 - - 身份验证失败 

是 否 - - - 不进行身份验证 

否 - - - - 不进行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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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客户端的NTP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TP 身份验证功能。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NTP 身份验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authentication-mode 
{ hmac-sha-1 | hmac-sha-256 | hmac-sha-384 | hmac-sha-512 | md5 }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acl ipv4-acl-number | ipv6 acl ipv6-acl-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4) 配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可信密钥。 

(5) 将指定密钥与对应的 NTP 服务器关联。 

（IPv4 网络）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 server-name | ip-address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IPv6 网络） 
ntp-service ipv6 unicast-server { server-name | ipv6-address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3. 配置服务器端的NTP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TP 身份验证功能。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NTP 身份验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authentication-mode 
{ hmac-sha-1 | hmac-sha-256 | hmac-sha-384 | hmac-sha-512 | md5 }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acl ipv4-acl-number | ipv6 acl ipv6-acl-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4) 配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可信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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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配置对等体模式的NTP验证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主动对等体和被动对等体上需要配置相同的密钥 ID、验证算法及密钥值，并且保证对端有权在本端

使用该密钥 ID 进行验证，否则会导致 NTP 验证失败。 

主动对等体和被动对等体上进行不同的配置时，NTP验证结果有所不同，详细介绍请参见 表 1-3。
其中，表格中的“-”表示不管此项是否配置。 

表1-3 主动对等体和被动对等体上进行不同配置时的 NTP 验证结果 

主动对等体 被动对等体 

结果 
身份验证 关联密钥 关联密钥存在且为

可信密钥 时钟层数 身份验证
关联密钥存在且为

可信密钥 

是 是 是 - 是 是 身份验证成功 

是 是 是 - 是 否 身份验证失败 

是 是 是 - 否 - 身份验证失败 

是 否 - - 是 - 身份验证失败 

是 否 - - 否 - 不进行身份验证

否 - - - 是 - 身份验证失败 

否 - - - 否 - 不进行身份验证

是 是 否 大于被动

对等体 - - 身份验证失败 

是 是 否 小于被动

对等体 是 - 身份验证失败 

是 是 否 小于被动

对等体 否 - 不进行身份验证

 

2. 配置主动对等体的NTP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TP 身份验证功能。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NTP 身份验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authentication-mode 
{ hmac-sha-1 | hmac-sha-256 | hmac-sha-384 | hmac-sha-512 | md5 }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acl ipv4-acl-number | ipv6 acl ipv6-acl-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4) 配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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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可信密钥。 

(5) 将指定密钥与对应的被动对等体关联。 

（IPv4 网络） 
ntp-service unicast-peer { ip-address | peer-name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IPv6 网络） 
ntp-service ipv6 unicast-peer { ipv6-address | peer-name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3. 配置被动对等体的NTP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TP 身份验证功能。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NTP 身份验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authentication-mode 
{ hmac-sha-1 | hmac-sha-256 | hmac-sha-384 | hmac-sha-512 | md5 }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acl ipv4-acl-number | ipv6 acl ipv6-acl-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4) 配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可信密钥。 

1.8.3  配置广播模式的NTP验证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广播服务器和广播客户端上需要配置相同的密钥 ID、验证算法及密钥值，并且保证对端有权在本端

使用该密钥 ID 进行验证，否则会导致 NTP 验证失败。 

广播客户端和广播服务器上进行不同的配置时，NTP验证结果有所不同，详细介绍请参见 表 1-4。
其中，表格中的“-”表示不管此项是否配置。 

表1-4 广播客户端和广播服务器上进行不同配置时的 NTP 验证结果 

广播服务器 广播客户端 

结果 
身份验证 关联密钥 关联密钥存在且为可

信密钥 身份验证
关联密钥存在且

为可信密钥 

是 是 是 是 是 身份验证成功 

是 是 是 是 否 身份验证失败 

是 是 是 否 - 身份验证失败 

是 是 否 是 - 身份验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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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服务器 广播客户端 

结果 
身份验证 关联密钥 关联密钥存在且为可

信密钥 身份验证
关联密钥存在且

为可信密钥 

是 是 否 否 - 不进行身份验证 

是 否 - 是 - 身份验证失败 

是 否 - 否 - 不进行身份验证 

否 - - 是 - 身份验证失败 

否 - - 否 - 不进行身份验证 

 

2. 配置广播客户端的NTP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TP 身份验证功能。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NTP 身份验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authentication-mode 
{ hmac-sha-1 | hmac-sha-256 | hmac-sha-384 | hmac-sha-512 | md5 }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acl ipv4-acl-number | ipv6 acl ipv6-acl-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4) 配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可信密钥。 

3. 配置广播服务器端的NTP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TP 身份验证功能。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NTP 身份验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authentication-mode 
{ hmac-sha-1 | hmac-sha-256 | hmac-sha-384 | hmac-sha-512 | md5 }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acl ipv4-acl-number | ipv6 acl ipv6-acl-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4) 配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可信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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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6) 将指定密钥与对应的广播服务器关联。 
ntp-service broadcast-server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缺省情况下，广播服务器没有与密钥关联。 

1.8.4  配置组播模式的NTP验证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组播服务器和组播客户端上需要配置相同的密钥 ID、验证算法及密钥值，并且保证对端有权在本端

使用该密钥 ID 进行验证，否则会导致 NTP 验证失败。 

组播客户端和组播服务器上进行不同的配置时，NTP验证结果有所不同，详细介绍请参见 表 1-5。
其中，表格中的“-”表示不管此项是否配置。 

表1-5 组播客户端和组播服务器上进行不同配置时的 NTP 验证结果 

组播服务器 组播客户端 

结果 
身份验证 关联密钥 关联密钥存在且为可

信密钥 身份验证
关联密钥存在且

为可信密钥 

是 是 是 是 是 身份验证成功 

是 是 是 是 否 身份验证失败 

是 是 是 否 - 身份验证失败 

是 是 否 是 - 身份验证失败 

是 是 否 否 - 不进行身份验证 

是 否 - 是 - 身份验证失败 

是 否 - 否 - 不进行身份验证 

否 - - 是 - 身份验证失败 

否 - - 否 - 不进行身份验证 

 

2. 配置组播客户端的NTP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TP 身份验证功能。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NTP 身份验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authentication-mode 
{ hmac-sha-1 | hmac-sha-256 | hmac-sha-384 | hmac-sha-512 | md5 }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acl ipv4-acl-number | ipv6 acl ipv6-acl-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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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可信密钥。 

3. 配置组播服务器端的NTP验证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TP 身份验证功能。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NTP 身份验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authentication-mode 
{ hmac-sha-1 | hmac-sha-256 | hmac-sha-384 | hmac-sha-512 | md5 }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acl ipv4-acl-number | ipv6 acl ipv6-acl-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TP 身份验证密钥。 

(4) 配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可信密钥。 

(5)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6) 将指定密钥与对应的组播服务器关联。 

（IPv4 网络） 
ntp-service multicast-server [ ip-address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IPv6 网络） 
ntp-service ipv6 multicast-server ipv6-address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缺省情况下，组播服务器没有与密钥关联。 

1.9  控制NTP报文的收发 

1.9.1  配置NTP报文的源接口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如果指定了 NTP 报文的源接口，则设备在主动发送 NTP 报文时，NTP 报文的源地址为指定

的源接口的地址。建议将 Loopback 接口指定为源接口，以避免设备上某个接口的状态变化

而导致 NTP 报文无法接收。 

• 设备对接收到的NTP请求报文进行应答时，应答报文的源地址始终为接收到的NTP请求报文

的目的地址。 

• 如果在命令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ntp-service ipv6 unicast-server 或

ntp-service unicast-peer/ntp-service ipv6 unicast-peer中指定了NTP报文的

源接口，则优先使用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ntp-service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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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ast-server 或 ntp-service unicast-peer/ntp-service ipv6 
unicast-peer 命令指定的接口作为 NTP 报文的源接口。 

• 如果在接口视图下配置了 ntp-service broadcast-server 或 ntp-service 
multicast-server/ntp-service ipv6 multicast-server，则NTP广播或组播模式

报文的源接口为配置了 ntp-service broadcast-server 或 ntp-service 
multicast-server/ntp-service ipv6 multicast-server 命令的接口。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NTP 报文的源接口。 

（IPv4 网络） 
ntp-service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IPv6 网络） 
ntp-service ipv6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NTP 报文的源接口。 

1.9.2  关闭接口接收NTP报文功能 

1. 功能简介 

启动 NTP 服务后，缺省情况下所有接口都可以接收 NTP 报文。如果出于安全性、简化网络管理等

方面的考虑，不希望设备为某个接口对应网段内的对端设备提供时间同步，或不希望设备从某个接

口对应网段内的对端设备获得时间同步，则可以在该接口上执行本配置，使该接口关闭接收 NTP
报文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关闭接口接收 NTP 报文功能。 

（IPv4 网络） 
undo ntp-service inbound enable 
（IPv6 网络） 
undo ntp-service ipv6 inbound enable 
缺省情况下，接口接收 NTP 报文。 

1.9.3  配置动态会话的最大数目 

1. 功能简介 

本功能用来限制动态会话的数目，以避免设备上维护过多的动态会话，占用过多的系统资源。 

NTP 会话分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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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会话：用户手动配置 NTP 相关命令而建立的会话。 

• 动态会话：NTP 协议运行过程中建立的临时会话，若系统长期（大约 12 分钟）没有报文交互

就会删除该临时会话。 

各种模式中，会话的建立情况如下： 

• 客户端/服务器模式中，在客户端上指定了 NTP 服务器后，客户端上会建立一个静态会话，

服务器端在收到报文之后只是被动的响应报文，而不会建立会话（包括静态和动态会话）。 

• 对等体模式中，在主动对等体上指定了被动对等体后，主动对等体上会建立静态会话，被动

对等体端会建立动态会话。 

• 广播模式和组播模式中，在广播/组播服务器端上会建立静态会话，而在广播/组播客户端上

会建立动态会话。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同一时间内最多可以建立的会话数目为 128 个，其中包括静态会话数和动态会话数。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NTP 动态会话的最大数目。 
ntp-service max-dynamic-sessions number 
缺省情况下，NTP 动态会话的最大数目为 100。 

1.9.4  配置NTP报文的DSCP优先级 

1. 功能简介 

DSCP 优先级用来体现报文自身的优先等级，决定报文传输的优先程度。通过本配置可以指定

NTP/IPv6 NTP 服务器发送的 NT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NT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IPv4 网络） 
ntp-service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IPv4 NT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48。 

 （IPv6 网络） 
ntp-service ipv6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IPv6 NT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56。 

1.10  NT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NTP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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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NT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NTP服务的所有IPv6会话信息 display ntp-service ipv6 sessions 
[ verbose ] 

显示NTP服务的所有IPv4会话信息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 verbose ] 

显示NTP服务的状态信息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显示从本地设备回溯到主时间服务器的各个NTP时间

服务器的简要信息 
display ntp-service trace [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11  NTP典型配置举例 

1.11.1  配置NTP客户端/服务器模式 

1. 组网需求 

为了通过 NTP 实现 Device B 与 Device A 的时间同步，要求： 

• 在 Device A 上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 配置 Device B 工作在客户端模式，指定 Device A 为 NTP 服务器。 

2. 组网图 

图1-4 配置 NTP 客户端/服务器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4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并确保路由可达，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Device A 

# 开启 NTP 服务。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tp-service enable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DeviceA]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3) 配置 Device B 

# 开启 NTP 服务。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DeviceB]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 Device A 为 Device B 的 NTP 服务器。 

1.0.1.11/24 1.0.1.12/24

Device A Device B

NTP server NTP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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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1.0.1.11 

4. 验证配置 

# 完成上述配置后，Device B 向 Device A 进行时间同步。同步后查看 Device B 的 NTP 状态。可以

看出，Device B 已经与 Device A 同步，层数比 Device A 的层数大 1，为 3。 
[DeviceB]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System peer: 1.0.1.11 

 Local mode: client 

 Reference clock ID: 1.0.1.11 

 Leap indicator: 00 

 Clock jitter: 0.000977 s 

 Stability: 0.000 pps 

 Clock precision: 2^-19 

 Root delay: 0.00383 ms 

 Root dispersion: 16.26572 ms 

 Reference time: d0c6033f.b9923965  Wed, Dec 29 2010 18:58:07.724 

# 查看 Device B 的 NTP 服务的所有 IPv4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Device B 与 Device A 建立了会话。 
[DeviceB]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source          reference       stra reach poll  now offset  delay disper 

******************************************************************************** 

[12345]1.0.1.11        127.127.1.0        2     1   64   15   -4.0 0.0038 16.262 

Notes: 1 source(master), 2 source(peer), 3 selected, 4 candidate, 5 configured. 

 Total sessions: 1 

1.11.2  配置IPv6 NTP客户端/服务器模式 

1. 组网需求 

为了通过 IPv6 NTP 实现 Device B 与 Device A 的时间同步，要求： 

• 在 Device A 上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 配置 Device B 工作在客户端模式，指定 Device A 为 IPv6 NTP 服务器。 

2. 组网图 

图1-5 配置 IPv6 NTP 客户端/服务器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5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并确保路由可达，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Device A 

# 开启 NTP 服务。 
<DeviceA>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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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 ntp-service enable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DeviceA]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3) 配置 Device B 

# 开启 NTP 服务。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DeviceB]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 Device A 为 Device B 的 IPv6 NTP 服务器。 
[DeviceB] ntp-service ipv6 unicast-server 3000::34 

4. 验证配置 

# 完成上述配置后，Device B 向 Device A 进行时间同步。同步后查看 Device B 的 NTP 状态。可以

看出，Device B 已经与 Device A 同步，层数比 Device A 的层数大 1，为 3。 
[DeviceB]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System peer: 3000::34 

 Local mode: client 

 Reference clock ID: 163.29.247.19 

 Leap indicator: 00 

 Clock jitter: 0.000977 s 

 Stability: 0.000 pps 

 Clock precision: 2^-19 

 Root delay: 0.02649 ms 

 Root dispersion: 12.24641 ms 

 Reference time: d0c60419.9952fb3e  Wed, Dec 29 2010 19:01:45.598 

# 查看 Device B 的 NTP 服务的所有 IPv6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Device B 与 Device A 建立了会话。 
[DeviceB] display ntp-service ipv6 sessions 

Notes: 1 source(master), 2 source(peer), 3 selected, 4 candidate, 5 configured. 

 

 Source: [12345]3000::34 

 Reference: 127.127.1.0          Clock stratum: 2 

 Reachabilities: 15              Poll interval: 64 

 Last receive time: 19           Offset: 0.0 

 Roundtrip delay: 0.0            Dispersion: 0.0 

 

 Total sessions: 1 

1.11.3  配置NTP对等体模式 

1. 组网需求 

网络中存在时间服务器 Device A。为了通过 NTP 实现 Device B 与 Device A 进行时间同步，要求： 

• 在 Device A 上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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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Device A 工作在对等体模式，指定 Device B 为被动对等体，即 Device A 为主动对等体，

Device B 为被动对等体。 

2. 组网图 

图1-6 配置 NTP 对等体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6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并确保路由可达，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Device B 

# 开启 NTP 服务。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DeviceB] clock protocol ntp 

(3) 配置 Device A 

# 开启 NTP 服务。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DeviceA]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DeviceA]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 设置 Device B 为被动对等体。Device A 处于主动对等体模式。 
[DeviceA] ntp-service unicast-peer 3.0.1.32 

4. 验证配置 

# 完成上述配置后，Device B 选择 Device A 作为参考时钟，与 Device A 进行时间同步。同步后查

看 Device B 的状态。可以看出，Device B 已经与 Device A 同步，层数比 Device A 的层数大 1，为

3。 
[DeviceB]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System peer: 3.0.1.31 

 Local mode: sym_passive 

 Reference clock ID: 3.0.1.31 

 Leap indicator: 00 

 Clock jitter: 0.000916 s 

 Stability: 0.000 pps 

 Clock precision: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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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t delay: 0.00609 ms 

 Root dispersion: 1.95859 ms 

 Reference time: 83aec681.deb6d3e5  Wed, Jan  8 2014 14:33:11.081 

# 查看 Device B 的 NTP 服务的 IPv4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Device B 与 Device A 建立了会话。 
[DeviceB]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source          reference       stra reach poll  now offset  delay disper 

******************************************************************************** 

   [12]3.0.1.31        127.127.1.0        2    62   64   34 0.4251 6.0882 1392.1 

Notes: 1 source(master), 2 source(peer), 3 selected, 4 candidate, 5 configured. 

 Total sessions: 1 

1.11.4  配置IPv6 NTP对等体模式 

1. 组网需求 

网络中存在时间服务器 Device A。为了通过 IPv6 NTP 实现 Device B 与 Device A 进行时间同步，

要求： 

• 在 Device A 上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 配置 Device A 工作在对等体模式，指定 Device B 为被动对等体，即 Device A 为主动对等体，

Device B 为被动对等体。 

2. 组网图 

图1-7 配置 IPv6 NTP 对等体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7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并确保路由可达，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Device B 

# 开启 NTP 服务。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DeviceB] clock protocol ntp 

(3) 配置 Device A 

# 开启 NTP 服务。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DeviceA]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Device BDevice A

3000::35/64 3000::36/64

Symmetric active peer Symmetric passive 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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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 设置 Device B 为 IPv6 被动对等体。Device A 处于主动对等体模式。 
[DeviceA] ntp-service ipv6 unicast-peer 3000::36 

4. 验证配置 

# 完成上述配置后，Device B 选择 Device A 作为参考时钟，与 Device A 进行时间同步。同步后查

看 Device B 的状态。可以看出，Device B 已经与 Device A 同步，层数比 Device A 的层数大 1，为

3。 
[DeviceB]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System peer: 3000::35 

 Local mode: sym_passive 

 Reference clock ID: 251.73.79.32 

 Leap indicator: 11 

 Clock jitter: 0.000977 s 

 Stability: 0.000 pps 

 Clock precision: 2^-19 

 Root delay: 0.01855 ms 

 Root dispersion: 9.23483 ms 

 Reference time: d0c6047c.97199f9f  Wed, Dec 29 2010 19:03:24.590 

# 查看 Device B 的 NTP 服务的 IPv6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Device B 与 Device A 建立了会话。 
[DeviceB] display ntp-service ipv6 sessions 

Notes: 1 source(master), 2 source(peer), 3 selected, 4 candidate, 5 configured. 

 

 Source:  [1234]3000::35 

 Reference: 127.127.1.0          Clock stratum: 2 

 Reachabilities: 15              Poll interval: 64 

 Last receive time: 19           Offset: 0.0 

 Roundtrip delay: 0.0            Dispersion: 0.0 

 

 Total sessions: 1 

1.11.5  配置NTP广播模式 

1. 组网需求 

为了实现 Switch C 作为同一网段中多个设备的时间服务器，同时同步多个设备的时间，要求： 

• 在 Switch C 上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 Switch C 工作在广播服务器模式，从 VLAN 接口 2 向外广播发送 NTP 报文； 

• Switch A 和 Switch B 工作在广播客户端模式，分别从各自的 VLAN 接口 2 监听 NTP 广播报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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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8 配置 NTP 广播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8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并确保路由可达，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Switch C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SwitchC]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SwitchC]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 设置 Switch C 为广播服务器，从 VLAN 接口 2 发送广播报文。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C-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broadcast-server 

(3) 配置 Switch A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SwitchA]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 Switch A 为广播客户端，从 VLAN 接口 2 监听广播报文。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broadcast-client 

(4) 配置 Switch B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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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 Switch B 为广播客户端，从 VLAN 接口 2 监听广播报文。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broadcast-client 

4. 验证配置 

# Switch A 和 Switch B 接收到 Switch C 发出的广播报文后，与其同步。以 Switch A 为例，同步后

查看 Switch A 的状态。可以看出，Switch A 已经与 Switch C 同步，层数比 Switch C 的层数大 1，
为 3。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System peer: 3.0.1.31 

 Local mode: bclient 

 Reference clock ID: 3.0.1.31 

 Leap indicator: 00 

 Clock jitter: 0.044281 s 

 Stability: 0.000 pps 

 Clock precision: 2^-19 

 Root delay: 0.00229 ms 

 Root dispersion: 4.12572 ms 

 Reference time: d0d289fe.ec43c720  Sat, Jan  8 2011  7:00:14.922 

# 查看 Switch A 的 NTP 服务的 IPv4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Switch A 与 Switch C 建立了会话。 
[SwitchA-Vlan-interface2]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source          reference       stra reach poll  now offset  delay disper 

******************************************************************************** 

 [1245]3.0.1.31        127.127.1.0        2     1   64  519   -0.0 0.0022 4.1257 

Notes: 1 source(master),2 source(peer),3 selected,4 candidate,5 configured. 

 Total sessions: 1 

1.11.6  配置NTP组播模式 

1. 组网需求 

为了实现 Switch C 作为不同网段中多个设备的时间服务器，同时同步多个设备的时间，要求： 

• 在 Switch C 上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 Switch C 工作在组播服务器模式，从 VLAN 接口 2 向外组播发送 NTP 报文； 

• Switch A和Switch D工作在组播客户端模式，Switch A从VLAN接口 3监听NTP组播报文，

Switch D 从 VLAN 接口 2 监听 NTP 组播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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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9 配置 NTP 组播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9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并确保路由可达，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Switch C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SwitchC]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SwitchC]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 设置 Switch C 为组播服务器，从 VLAN 接口 2 发送组播报文。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C-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multicast-server 

(3) 配置 Switch D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SwitchD]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 Switch D 为组播客户端，从 VLAN 接口 2 监听组播报文。 
[Switch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D-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multicast-client 

(4) 验证配置一 

# 由于 Switch D 和 Switch C 在同一个网段，不需要配置组播功能，Switch D 就可以收到

Switch C 发出的组播报文，并与其同步。同步后查看 Switch D 的状态。可以看出，Switch D
已经与 Switch C 同步，层数比 Switch C 的层数大 1，为 3。 

Vlan-int3
1.0.1.11/24

Vlan-int3
1.0.1.10/24

Vlan-int2
3.0.1.31/24

Vlan-int2
3.0.1.32/24

Vlan-int2
3.0.1.30/24

Switch A
NTP multicast client

Switch B

Switch C
NTP multicast server

Switch D
NTP multicast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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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D-Vlan-interface2]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System peer: 3.0.1.31 

 Local mode: bclient 

 Reference clock ID: 3.0.1.31 

 Leap indicator: 00 

 Clock jitter: 0.044281 s 

 Stability: 0.000 pps 

 Clock precision: 2^-19 

 Root delay: 0.00229 ms 

 Root dispersion: 4.12572 ms 

 Reference time: d0d289fe.ec43c720  Sat, Jan  8 2011  7:00:14.922 

# 查看 Switch D 的 NTP 服务的所有 IPv4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Switch D 与 Switch C 建立了

会话。 
[SwitchD-Vlan-interface2]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source          reference       stra reach poll  now offset  delay disper 

******************************************************************************** 

 [1245]3.0.1.31        127.127.1.0        2     1   64  519   -0.0 0.0022 4.1257 

Notes: 1 source(master),2 source(peer),3 selected,4 candidate,5 configured. 

 Total sessions: 1 

(5) 配置 Switch B 

由于Switch A与Switch C不在同一网段，所以Switch B上需要配置组播功能，否则Switch A
收不到 Switch C 发出的组播报文。 

# 配置组播功能。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multicast routing 

[SwitchB-mrib]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pim dm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SwitchB] vlan 3 

[SwitchB-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vlan3]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B-Vlan-interface3] igmp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3] igmp static-group 224.0.1.1 

[SwitchB-Vlan-interface3] quit 

[SwitchB] igmp-snooping 

[SwitchB-igmp-snooping] quit 

[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igmp-snooping static-group 224.0.1.1 vlan 3 

(6) 配置 Switch A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ntp-service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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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SwitchA]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 Switch A 为组播客户端，从 VLAN 接口 3 监听组播报文。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A-Vlan-interface3] ntp-service multicast-client 

(7) 验证配置二 

# 同步后查看 Switch A 的状态。可以看出，Switch A 已经与 Switch C 同步，层数比 Switch C
的层数大 1，为 3。 
[SwitchA-Vlan-interface3]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System peer: 3.0.1.31 

 Local mode: bclient 

 Reference clock ID: 3.0.1.31 

 Leap indicator: 00 

 Clock jitter: 0.165741 s 

 Stability: 0.000 pps 

 Clock precision: 2^-19 

 Root delay: 0.00534 ms 

 Root dispersion: 4.51282 ms 

 Reference time: d0c61289.10b1193f  Wed, Dec 29 2010 20:03:21.065 

# 查看 Switch A 的 NTP 服务的所有 IPv4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Switch A 与 Switch C 建立了会

话。 
[SwitchA-Vlan-interface3]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source          reference       stra reach poll  now offset  delay disper 

******************************************************************************** 

 [1234]3.0.1.31        127.127.1.0        2   247   64  381   -0.0 0.0053 4.5128 

Notes: 1 source(master),2 source(peer),3 selected,4 candidate,5 configured. 

 Total sessions: 1 

1.11.7  配置IPv6 NTP组播模式 

1. 组网需求 

为了实现 Switch C 作为不同网段中多个设备的时间服务器，同时同步多个设备的时间，要求： 

• 在 Switch C 上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 Switch C 工作在 IPv6 组播服务器模式，从 VLAN 接口 2 向外组播发送 IPv6 NTP 报文； 

• Switch A 和 Switch D 工作在 IPv6 组播客户端模式，Switch A 从 VLAN 接口 3 监听 IPv6 NTP
组播报文，Switch D 从 VLAN 接口 2 监听 IPv6 NTP 组播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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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0 配置 IPv6 NTP 组播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10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并确保路由可达，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Switch C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SwitchC]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SwitchC]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 设置 Switch C 为 IPv6 组播服务器，从 VLAN 接口 2 向组播地址 FF24::1 发送 NTP 报文。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C-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ipv6 multicast-server ff24::1 

(3) 配置 Switch D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D> system-view 

[SwitchD]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SwitchD]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 Switch D 为 IPv6 组播客户端，在 VLAN 接口 2 监听目的地址为 FF24::1 的 NTP 组播

报文。 
[SwitchD]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D-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ipv6 multicast-client ff24::1 

(4) 验证配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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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Switch D 和 Switch C 在同一个网段，不需要配置 IPv6 组播功能，Switch D 就可以收

到 Switch C 发出的 IPv6 组播报文，并与其同步。同步后查看 Switch D 的状态。Switch D 已

经与 Switch C 同步，层数比 Switch C 的层数大 1，为 3。 
[SwitchD-Vlan-interface2]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System peer: 3000::2 

 Local mode: bclient 

 Reference clock ID: 165.84.121.65 

 Leap indicator: 00 

 Clock jitter: 0.000977 s 

 Stability: 0.000 pps 

 Clock precision: 2^-19 

 Root delay: 0.00000 ms 

 Root dispersion: 8.00578 ms 

 Reference time: d0c60680.9754fb17  Wed, Dec 29 2010 19:12:00.591 

# 查看 Switch D 的 NTP 服务的所有 IPv6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Switch D 与 Switch C 建立了

会话。 
[SwitchD-Vlan-interface2] display ntp-service ipv6 sessions 

Notes: 1 source(master), 2 source(peer), 3 selected, 4 candidate, 5 configured. 

 

 Source:  [1234]3000::2 

 Reference: 127.127.1.0           Clock stratum: 2 

 Reachabilities: 111              Poll interval: 64 

 Last receive time: 23            Offset: -0.0 

 Roundtrip delay: 0.0             Dispersion: 0.0 

 

 Total sessions: 1 

(5) 配置 Switch B 

由于 Switch A 与 Switch C 不在同一网段，所以 Switch B 上需要配置 IPv6 组播功能，否则

Switch A 收不到 Switch C 发出的 IPv6 组播报文。 

# 配置 IPv6 组播功能。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ipv6 multicast routing 

[SwitchB-mrib6]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ipv6 pim dm 

[SwitchB-Vlan-interface2] quit 

[SwitchB] vlan 3 

[SwitchB-vlan3] 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vlan3] quit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B-Vlan-interface3] mld enable 

[SwitchB-Vlan-interface3] mld static-group ff24::1 

[SwitchB-Vlan-interface3] quit 

[SwitchB] mld-snooping 

[SwitchB-mld-snooping]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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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witchB-GigabitEthernet1/0/1] mld-snooping static-group ff24::1 vlan 3 

(6) 配置 Switch A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SwitchA]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 Switch A 为 IPv6 组播客户端，在 VLAN 接口 3 监听目的地址为 FF24::1 的 NTP 组播

报文。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3 

[SwitchA-Vlan-interface3] ntp-service ipv6 multicast-client ff24::1 

(7) 验证配置二 

# 同步后查看 Switch A 的状态。可以看出，Switch A 已经与 Switch C 同步，层数比 Switch C
的层数大 1，为 3。 
[SwitchA-Vlan-interface3]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System peer: 3000::2 

 Local mode: bclient 

 Reference clock ID: 165.84.121.65 

 Leap indicator: 00 

 Clock jitter: 0.165741 s 

 Stability: 0.000 pps 

 Clock precision: 2^-19 

 Root delay: 0.00534 ms 

 Root dispersion: 4.51282 ms 

 Reference time: d0c61289.10b1193f  Wed, Dec 29 2010 20:03:21.065 

# 查看 Switch A 的 NTP 服务的 IPv6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Switch A 与 Switch C 建立了会话。 
[SwitchA-Vlan-interface3] display ntp-service ipv6 sessions 

Notes: 1 source(master), 2 source(peer), 3 selected, 4 candidate, 5 configured. 

 

 Source:   [124]3000::2 

 Reference: 127.127.1.0           Clock stratum: 2 

 Reachabilities: 2                Poll interval: 64 

 Last receive time: 71            Offset: -0.0 

 Roundtrip delay: 0.0             Dispersion: 0.0 

 

 Total sessions: 1 

1.11.8  配置带验证功能的NTP客户端/服务器模式 

1. 组网需求 

为了通过 NTP 实现 Device B 与 Device A 的时间同步，并保证时间同步的安全性，要求： 

• 在 Device A 上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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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 B 工作在客户端模式，指定 Device A 为 NTP 服务器； 

• Device A 和 Device B 上同时配置 NTP 验证。 

2. 组网图 

图1-11 配置带身份验证的 NTP 客户端/服务器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11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并确保路由可达，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Device A 的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 

# 开启 NTP 服务。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tp-service enable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DeviceA]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3) 配置 Device B 

# 开启 NTP 服务。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DeviceB] clock protocol ntp 

# 在 Device B 上启动 NTP 验证功能。 
[DeviceB]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 创建编号为 42 的 NTP 验证密钥，密钥值为 aNiceKey，以明文形式输入。 
[DeviceB]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42 authentication-mode md5 simple aNiceKey 

# 配置编号为 42 的密钥为可信密钥。 
[DeviceB]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42 

# 设置 Device A 为 Device B 的 NTP 服务器，并将该服务器与编号为 42 的密钥关联。 
[DeviceB] ntp-service unicast-server 1.0.1.11 authentication-keyid 42 

以上配置将使得 Device B 与 Device A 进行时间同步，但由于 Device A 没有开启 NTP 身份验

证，所以，Device B 还是无法与 Device A 同步。 

(4) 在 Device A 上配置 NTP 验证功能。 

# 在 Device A 上启动 NTP 验证功能。 
[DeviceA]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 创建编号为 42 的 NTP 验证密钥，密钥值为 aNiceKey，以明文形式输入。 
[DeviceA]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42 authentication-mode md5 simple aNiceKey 

# 配置编号为 42 的密钥为可信密钥。 
[DeviceA]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42 



 

1-35 

4. 验证配置 

# 完成上述配置后，Device B 可以与 Device A 的时间同步。同步后查看 Device B 的状态。可以看

出，Device B 已经与 Device A 同步，层数比 Device A 的层数大 1，为 3。 
[DeviceB]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3 

 System peer: 1.0.1.11 

 Local mode: client 

 Reference clock ID: 1.0.1.11 

 Leap indicator: 00 

 Clock jitter: 0.005096 s 

 Stability: 0.000 pps 

 Clock precision: 2^-19 

 Root delay: 0.00655 ms 

 Root dispersion: 1.15869 ms 

 Reference time: d0c62687.ab1bba7d  Wed, Dec 29 2010 21:28:39.668 

# 查看 Device B 的 NTP 服务的所有 IPv4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Device B 与 Device A 建立了会话。 
[DeviceB]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source          reference       stra reach poll  now offset  delay disper 

******************************************************************************** 

 [1245]1.0.1.11        127.127.1.0        2     1   64  519   -0.0 0.0065    0.0 

Notes: 1 source(master),2 source(peer),3 selected,4 candidate,5 configured. 

 Total sessions: 1 

1.11.9  配置带验证功能的NTP广播模式 

1. 组网需求 

Switch C 作为同一网段中多个设备的时间服务器，同时同步多个设备的时间。Switch A 和 Switch B
要求对时间服务器进行验证，以保证时间同步的安全性。为了实现上述需求，要求： 

• 在 Switch C 上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3； 

• Switch C 工作在广播服务器模式，从 VLAN 接口 2 向外广播发送 NTP 报文； 

• Switch A 和 Switch B 工作在广播客户端模式，从 VLAN 接口 2 监听 NTP 广播报文； 

• 在 Switch A、Switch B 和 Switch C 上配置 NTP 验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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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12 配置带身份验证的 NTP 广播模式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1-12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并确保路由可达，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Switch A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A> system-view 

[SwitchA]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SwitchA] clock protocol ntp 

# 开启NTP验证功能，创建 ID为88的NTP验证密钥，密钥值为123456，以明文形式输入，

并将密钥 88 指定为可信密钥。 
[SwitchA]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SwitchA]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88 authentication-mode md5 simple 123456 

[SwitchA]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88 

# 设置 Switch A 为 NTP 广播客户端，从 VLAN 接口 2 监听广播报文。 
[SwitchA]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A-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broadcast-client 

(3) 配置 Switch B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B> system-view 

[SwitchB]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SwitchB] clock protocol ntp 

# 开启NTP验证功能，创建 ID为88的NTP验证密钥，密钥值为123456，以明文形式输入，

并将密钥 88 指定为可信密钥。 
[SwitchB]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SwitchB]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88 authentication-mode md5 simple 123456 

[SwitchB]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88 

Vlan-int2
3.0.1.31/24

Vlan-int2
3.0.1.32/24

Vlan-int2
3.0.1.30/24

Switch A
NTP broadcast client

Switch C
NTP broadcast server

Switch B
NTP broadcast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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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Switch B 为 NTP 广播客户端，从 VLAN 接口 2 监听广播报文。 
[SwitchB]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B-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broadcast-client 

(4) 配置 Switch C 作为 NTP 广播服务器 

#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C> system-view 

[SwitchC]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SwitchC]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3。 
[SwitchC]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3 

# 设置 Switch C 为 NTP 广播服务器，从 VLAN 接口 2 向外发送广播报文。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C-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broadcast-server 

[SwitchC-Vlan-interface2] quit 

(5) 验证配置一 

# 由于 Switch A 和 Switch B 上开启了 NTP 验证功能，Switch C 上没有开启 NTP 验证功能。

因此，Switch A 和 Switch B 无法与 Switch C 的时间同步。以 Switch B 为例，查看 NTP 服务

的状态。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un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16 

 Reference clock ID: none 

(6) 在 Switch C 上配置 NTP 验证功能 

# 在 Switch C 上开启 NTP 验证功能，创建 ID 为 88 的 NTP 验证密钥，密钥值为 123456，以

明文形式输入，并将密钥 88 指定为可信密钥。 
[SwitchC]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SwitchC]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88 authentication-mode md5 simple 123456 

[SwitchC]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88 

# 设置 Switch C 为 NTP 广播服务器并指定关联的密钥编号为 88。 
[SwitchC]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2 

[SwitchC-Vlan-interface2] ntp-service broadcast-server authentication-keyid 88 

(7) 验证配置二 

# 在 Switch C 上开启 NTP 验证功能后，Switch A 和 Switch B 可以与 Switch C 的时间同步。

以 Switch B 为例，查看 NTP 服务的状态信息，可以看到 Switch B 已经与 Switch C 同步，层

数比 Switch C 的层数大 1，为 4。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ntp-service status 

 Clock status: synchronized 

 Clock stratum: 4 

 System peer: 3.0.1.31 

 Local mode: bclient 

 Reference clock ID: 3.0.1.31 

 Leap indicator: 00 

 Clock jitter: 0.00668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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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bility: 0.000 pps 

 Clock precision: 2^-19 

 Root delay: 0.00127 ms 

 Root dispersion: 2.89877 ms 

 Reference time: d0d287a7.3119666f  Sat, Jan  8 2011  6:50:15.191 

# 查看 Switch B 的 NTP 服务的所有 IPv4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Switch B 与 Switch C 建立了连

接。 
[SwitchB-Vlan-interface2] display ntp-service sessions 

       source          reference       stra reach poll  now offset  delay disper 

******************************************************************************** 

 [1245]3.0.1.31        127.127.1.0        3     3   64   68   -0.0 0.0000    0.0 

Notes: 1 source(master),2 source(peer),3 selected,4 candidate,5 configured. 

 Total sessio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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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NTP 
2.1  SNTP简介 

NTP 时间同步过程中需要进行复杂的时钟优选运算，时间同步速度较慢，并且占用较多的系统资源。

SNTP（Simple NTP，简单 NTP）是由 RFC 4330 定义的客户端版本的简单 NTP，采用与 NTP 相

同的报文格式及交互过程，但简化了 NTP 的时间同步过程，以牺牲时间精度为代价实现了时间的

快速同步，并减少了占用的系统资源。在时间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SNTP 来实现时间

同步。 

2.1.1  SNTP的工作模式 

SNTP 只支持客户端/服务器模式，在模式中提供客户端功能，即作为客户端，从 NTP 服务器获得

时间同步，不能作为服务器为其他设备提供时间同步。 

如果同时为 SNTP 客户端指定了多个 NTP 服务器，则 SNTP 客户端根据如下方法选择与哪个服务

器的时间同步： 

(1) 优先选择时钟层数值最小的 NTP 服务器。 

(2) 如果时钟层数相同，则选择接收到的第一个 NTP 报文对应的 NTP 服务器。 

2.1.2  协议规范 

与 SNTP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4330：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 (SNTP) Version 4 for IPv4, IPv6 and OSI 

2.2  SNTP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SNTP 时，需要注意： 

• 设备上不能同时配置 NTP 和 SNTP 功能。 

• 用户需要保证通过 clock protocol 命令，配置以 NTP 方式设置系统时间。有关 clock 
protocol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设备管理”。  

2.3  SNTP配置任务简介 

SNTP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SNTP服务 

(2) 为SNTP客户端指定NTP服务器 

(3) （可选）配置SNTP验证功能 



 

2-2 

2.4  开启SNTP服务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NTP 服务与 SNTP 服务互斥，同一时刻只能开启其中一个服务。因此，在开启 SNTP 服务器之前，

请确保 NTP 服务关闭。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SNTP 服务。 
sntp enable 
缺省情况下， SNTP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2.5  为SNTP客户端指定NTP服务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NTP 服务器的时钟只有处于同步状态时，才能作为时间服务器为 SNTP 客户端提供时间同步。当

NTP 服务器的时钟层数大于或等于客户端的时钟层数时，客户端将不会与其同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为设备指定 NTP 服务器。 

（IPv4 网络） 
sntp unicast-server { server-name | ip-address }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version 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IPv4 NTP 服务器。 

可以通过多次执行本命令配置多个NTP服务器。authentication-keyid参数用来将指定

密钥与对应的 NTP 服务器关联。使用验证功能时，需要指定本参数。 

（IPv6 网络） 
sntp ipv6 unicast-server { server-name | ipv6-address }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IPv6 NTP 服务器。 

可以通过多次执行本命令配置多个 IPv6 NTP 服务器。authentication-keyid 参数用来

将指定密钥与对应的 NTP 服务器关联。使用验证功能时，需要指定本参数。 

2.6  配置SNTP验证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一些对时间同步安全性要求较高的网络中，运行 SNTP 协议时需要启用验证功能。通过客户端和

服务器端的身份验证，保证客户端只与通过验证的服务器进行时间同步，提高了网络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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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在 NTP 服务器和 SNTP 客户端上都需要开启验证功能。 

• NTP服务器和SNTP客户端上必须配置相同的验证密钥（包括密钥ID、验证算法及密钥值），

并将密钥设为可信密钥。NTP服务器上验证功能的配置方法，请参见“1.8.1  配置客户端/服
务器模式的NTP验证功能”。 

• 在客户端需要将指定密钥与对应的NTP服务器关联，并保证服务端有权在本端使用该密钥 ID
进行验证。 

• 如果客户端没有成功启用 SNTP 验证功能，不论服务器端是否开启验证功能，客户端均可以

与服务器端同步。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SNTP 身份验证功能。 
sntp authentica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SNTP 身份验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SNTP 身份验证密钥。 
sntp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authentication-mode { hmac-sha-1 | 
hmac-sha-256 | hmac-sha-384 | hmac-sha-512 | md5 }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 acl ipv4-acl-number | ipv6 acl ipv6-acl-number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SNTP 身份验证密钥。 

(4) 配置指定密钥为可信密钥。 
sntp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可信密钥。 

(5) 将指定密钥与对应的 NTP 服务器关联。 

（IPv4 网络） 
sntp unicast-server { server-name | ip-address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IPv6 网络） 
sntp ipv6 unicast-server { server-name | ipv6-address } 
authentication-keyid keyid 

缺省情况下，未指定 NTP 服务器。 

2.7  SNT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SNTP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2-1 SNT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SNTP服务维护的IPv6会话信息 display sntp ipv6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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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SNTP服务维护的IPv4会话信息 display sntp sessions 
 

2.8  SNTP典型配置举例 

2.8.1  SNTP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evice B 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为了实现 Device B 与 Device A 的时间同步，要求： 

• 在 Device A 上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 Device B 工作在 SNTP 客户端模式，指定 Device A 为 NTP 服务器。 

• Device B 要求对 NTP 服务器进行验证，以保证时间同步的安全性。 

2. 组网图 

图2-1 SNTP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按照 图 2-1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并确保路由可达，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Device A 

# 开启 NTP 服务。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ntp-service enable 

#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DeviceA] clock protocol ntp 

# 设置本地时钟作为参考时钟，层数为 2。 
[DeviceA] ntp-service refclock-master 2 

# 在 Device A 上启动 NTP 验证功能。 
[DeviceA]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 enable 

# 创建编号为 10 的 NTP 验证密钥，密钥值为 aNiceKey，以明文形式输入。 
[DeviceA] ntp-service authentication-keyid 10 authentication-mode md5 simple aNiceKey 

# 设置编号为 10 的密钥为可信密钥。 
[DeviceA] ntp-service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10 

(3) 配置 Device B 

# 开启 SNTP 服务。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sntp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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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通过 NTP 协议获取时间。 
[DeviceB] clock protocol ntp 

# 在 Device B 上启动 SNTP 验证功能。 
[DeviceB] sntp authentication enable 

# 创建编号为 10 的 SNTP 验证密钥，密钥值为 aNiceKey，以明文形式输入。 
[DeviceB] sntp authentication-keyid 10 authentication-mode md5 simple aNiceKey 

# 设置编号为 10 的密钥为可信密钥。 
[DeviceB] sntp reliable authentication-keyid 10 

# 设置 Device A 为 Device B 的 NTP 服务器，并将该服务器与编号为 10 的密钥关联。 
[DeviceB] sntp unicast-server 1.0.1.11 authentication-keyid 10 

4. 验证配置 

# 查看 Device B 的 SNTP 会话信息，可以看到 Device B 与 Device A 建立了会话，并且处于已同步

状态。 
[DeviceB] display sntp sessions 

SNTP server     Stratum   Version    Last receive time 

1.0.1.11        2         4          Tue, May 17 2011  9:11:20.833 (Sy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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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oE 
1.1  PoE简介 

PoE（Power over Ethernet，以太网供电），又称远程供电，是指设备通过以太网电口，利用双绞

线对外接 PD（Powered Device，受电设备）进行远程供电。 

1.1.1  PoE系统组成 

PoE系统如图 1-1 所示，包括PoE电源、PSE（Power Sourcing Equipment，供电设备）、PI（Power 
Interface，电源接口）和PD。 

• PoE 电源：为整个 PoE 系统供电。 

• PSE：直接给 PD 供电的设备。根据设备中携带的 PSE 的数量可以分为单 PSE 设备和多 PSE
设备。 

 单 PSE 设备：设备中只携带了一块 PSE，通常将整个设备视为一个 PSE。 

 多 PSE 设备：设备中携带了多块 PSE，系统使用 PSE ID 来识别不同 PSE，使用 display 
poe device 命令可以查看 PSE ID 和接口板槽位号的对应关系。 

• PI：具备 PoE 供电能力的以太网接口，也称为 PoE 接口。 

• PD：接受 PSE 供电的设备，如 IP 电话、无线 AP（Access Point，接入点）、便携设备充电

器、刷卡机、网络摄像头等。PD 设备在接受 PoE 电源供电的同时，可以连接其他电源，进行

电源冗余备份。 

图1-1 PoE 系统示意图 

 
 

1.1.2  协议规范 

与 PoE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802.3af-2003 - IEEE Standard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Systems - Local and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s - Specific 
Requirements - Part 3: 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 (CSM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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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Method and Physical Layer Specifications - Data Terminal Equipment (DTE) Power 
Via Media Dependent Interface (MDI) 

• 802.3at-2009 - IEEE Standard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ocal and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s-- Specific requirements-- Part 3: CSMA/CD Access Method and Physical Layer 
Specifications Amendment 3: Data Terminal Equipment (DTE) Power via the Media 
Dependent Interface (MDI) Enhancements 

1.2  PoE配置限制和指导 

开启 PoE 接口远程供电功能，以及 PoE 接口供电优先级、最大功率、远程供电模式的配置有两种

方式： 

• 直接在接口上配置。 

• 基于 Profile 配置。将 PoE Profile 应用到多个 PoE 接口，这些接口具有相同的 PoE 特性；如

果 PD 的接入接口变更，则把原接口上应用的 PoE Profile 应用到新的接入接口即可，不再需

要重新逐条配置，从而方便了网管人员对 PoE 特性的配置。 

对于同一 PoE 接口下的同一 PoE 配置参数，只能选择一种方式进行配置，先配置的生效。如果对

命令行已经配置过的参数再通过 PoE Profile 配置，则 PoE Profile 会应用失败；反之亦然。 

1.3  PoE配置任务简介 

PoE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PoE功能 

(2) （可选）开启设备热重启后主动复位PoE端口供电功能 

(3) （可选）检测PD 

(4) （可选）配置PoE功率 

(5) （可选）配置PoE优先级策略 

(6) （可选）配置PoE监控 

(7) （可选）在线升级PSE固件 

如需通过配置Profile开启PoE接口远程供电功能，以及PoE接口供电优先级、最大功率，请参见“通

过PoE Profile配置PoE接口”。 

1.4  PoE配置准备 

在配置 PoE 功能前，请确保 PoE 电源和 PSE 已经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否则，可能无法进行 PoE
配置或者配置的 PoE 功能不能生效。 

1.5  开启PoE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 PoE 接口的 PoE 功能后，系统即可为 PD 预留功率，并为 PoE 接口下挂的 PD 供电。 

开启 PoE 接口的 PoE 功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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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该 PoE 接口的加入不会导致 PSE 功率过载（当 PSE 上已经获得供电的端口的最大功率

之和大于 PSE 最大功率时，系统将认为 PSE 功率过载，则允许该 PoE 接口为下挂的 PD 供

电。 

• 如果该PoE接口的加入会导致PSE功率过载，则由该PoE接口是否开启PoE接口优先级策略决

定（PoE接口优先级策略的详细介绍请参见“1.9  配置PoE优先级策略”）： 

 如果该 PoE接口没有开启 PoE接口优先级策略，则不允许该 PoE接口为下挂的 PD供电； 

 如果该 PoE 接口已开启 PoE 接口优先级策略，PD 能否获得供电由 PoE 接口的优先级决

定。 

PoE 接口远程供电有两种模式： 

• 信号线供电模式：PSE 使用 3/5 类双绞线中传输数据所用的线对（1、2、3、6）向 PD 传输

数据的同时传输直流电。 

• 空闲线供电模式：PSE 使用 3/5 类双绞线中没有被使用的线对（4、5、7、8）向 PD 来传输

直流电。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本系列设备 PoE 接口仅支持信号线供电模式。 

PSE 和 PD 必须使用相同的模式才能正常供电。如果 PSE 和 PD 支持的供电模式不同（例如 PSE
不支持空闲线供电式，PD 只支持空闲线供电），则需要转接才能给 PD 供电。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oE 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PoE 接口远程供电功能。 
poe enable 
缺省情况下，PoE 接口远程供电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 PoE 接口连接 PD 的描述信息。 
poe pd-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PoE 接口连接 PD 的描述信息。 

1.6  开启设备热重启后主动复位PoE端口供电功能 

1. 功能简介 

设备热重启（通过执行 reboot 命令重启）过程中，设备与 PD 的数据连接已中断，但 PoE 端口将

继续向 PD 供电。设备重启完成后，PD 可能无法再次主动与设备建立数据连接。配置该功能后，

设备热重启时主动对 PoE 端口断电并再次供电，此时 PD 将与设备重新建立数据连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设备热重启后主动复位 PoE 端口供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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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 reset enable 
缺省情况下，设备热重启后主动复位 PoE 端口供电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  检测PD 

1. 功能简介 

PD 设备分为标准 PD 和非标准 PD，标准 PD 是指符合 IEEE 802.3af 和 IEEE 802.3at 标准的 PD
设备。PSE 只对标准 PD 供电。只有在开启非标准 PD 检测功能后，PSE 才对非标准 PD 供电。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非标准 PD 检测功能。 
poe legacy enable pse pse-id 

缺省情况下，未开启非标准 PD 检测功能。 

1.8  配置PoE功率 

1. 功能简介 

PoE 接口的最大功率是指 PoE 接口能够提供给下挂 PD 的最大功率。当 PD 要求的功率大于 PoE
接口的最大功率时，则不会给 PD 供电。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oE 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PoE 接口的最大供电功率。 
poe max-power max-power 
缺省情况下，PoE 接口的最大功率为 30000。 

1.9  配置PoE优先级策略 

1. 功能简介 

PoE 接口优先级策略用于 PSE 过载时，决定是否给 PD 供电。 

PoE 接口的优先级按照高低顺序为：Critical、High 和 Low。 

PoE 接口对 PD 供电时： 

• 没有开启 PoE 接口优先级策略，PSE 功率过载时： 

 配置 PSE 最大功率时，如果接入新的 PD 导致 PSE 功率过载，则不对新接入的 PD 供电；

如果正在受电的 PD 功率增大导致 PSE 功率过载，则停止对该 PD 供电。 

 没有配置 PSE 最大功率时，触发 PoE 电源自我保护机制，停止给所有的 PD 供电。 

• 开启 PoE 接口优先级策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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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因正在受电的 PD 功率增大导致 PSE 功率过载，则停止对该 PD 供电。 

 如果接入新的 PD 导致 PSE 功率过载，优先级高的 PoE 接口下挂的 PD 优先得到供电。 

 如果新接入 PD 对应的 PoE 接口优先级与正在供电的 PoE 接口优先级相同，则正在供电的

PoE 接口优先级高，此时不给新接入的 PD 供电。 

 如果多个 PoE 接口优先级相同，接口编号小的优先级高，优先为下挂 PD 供电。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PoE 接口优先级为 Critical 时，PSE 最大功率值减该 PSE 中优先级为 Critical 的 PoE 接口的

最大功率值之差必须大于 PoE 接口最大功率。否则，配置该接口配置 Critical 优先级失败。 

低优先级 PoE 接口被抢占时，该接口下挂的 PD 断电，PoE 接口的配置不变。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PoE 接口优先级策略。 
poe pd-policy priority 
缺省情况下，PoE 接口优先级策略处于关闭状态。 

(3) 进入 PoE 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配置 PoE 接口优先级。 
poe priority { critical | high | low } 

缺省情况下，PoE 接口优先级为 low。 

1.10  配置PoE监控 

1. 功能简介 

当 PSE 在当前功率利用率首次超过或低于配置的功率阈值时，系统将生成告警信息，发送给设备

的 SNMP 模块，通过设置 SNMP 中告警信息的发送参数，来决定告警信息输出的相关属性。有关

告警信息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SNMP”。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PSE 的功率告警阈值。 
poe utilization-threshold value pse pse-id 

缺省情况下，PSE 的功率告警阈值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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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通过PoE Profile配置PoE接口 

1.11.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不能通过重复执行 apply poe-profile 或 apply poe-profile interface 命令修改 PoE 
Profile。如需修改 PoE Profile，请先取消 PoE profile 在 PoE 接口的应用，修改 PoE Profile 后，再

将 PoE profile 应用到 PoE 接口。 

poe max-power max-power 命令和 poe priority { critical | high | low }必须使

用同一种方式配置，即都通过命令行配置或都通过 PoE Profile 配置。 

1.11.2  定义PoE Profile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PoE Profile，并进入 PoE Profile 视图。 
poe-profile profile-name [ index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PoE Profile。 

(3) 开启 PoE 接口远程供电功能。 
poe enable 
缺省情况下，PoE 接口远程供电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可选）配置 PoE 接口的最大功率。 
poe max-power max-power 

缺省情况下，PoE 接口的最大功率为 30000。 

(5) （可选）配置 PoE 接口供电优先级。 
poe priority { critical | high | low } 

缺省情况下，PoE 接口供电优先级为 low。 
仅在开启接口功率管理优先级策略的情况下生效。 

1.11.3  应用PoE Profile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支持在系统视图下应用 PoE Profile 和在接口视图下应用 PoE Profile： 

• 在系统视图下应用 PoE Profile 时，可以将 PoE Profile 应用到多个 PoE 接口。 

• 在接口视图下应用 PoE Profile 时，只能将 PoE Profile 应用到当前 PoE 接口。 

对于同一个 PoE 接口，通过系统视图应用 PoE Profile 和通过接口视图应用 PoE Profile 配置效果相

同，最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 

一个 PoE Profile 可以应用于多个 PoE 接口。 

一个 PoE 接口下只能应用一个 PoE Profile。 

2. 通过系统视图应用PoE Profile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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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PoE Profile 应用到 PoE 接口。 
apply poe-profile { index index | name profile-name } interface 
interface-range 

缺省情况下，未将 PoE profile 应用到 PoE 接口。 

3. 通过接口视图应用PoE Profile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PoE 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将 PoE Profile 应用到当前 PoE 接口。 
apply poe-profile { index index | name profile-name } 

缺省情况下，未将 PoE profile 应用到当前 PoE 接口。 

1.12  在线升级PSE固件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操作在线升级 PSE 固件，在线升级指的是不用重启 PSE 就能完成升级。升级有

两种模式： 

• refresh 模式：在原 PSE 固件的基础上进行更新升级，升级过程简单快速。一般情况下使用

该模式来升级 PSE 固件。 

• full 模式：将原 PSE 固件删除，再安装新 PSE 固件。PSE 固件被损坏的情况下（表现为所

有的 PoE 命令执行不成功），可用 full 模式进行升级，使软件恢复。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 PSE 固件的升级过程因设备重启而中断，重启完成后用 full 方式升级失败时，请将设备断电

重启后再用 full 方式升级即可升级成功。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在线升级 PSE 固件。 
poe update { full | refresh } filename [ pse pse-id ] 

1.13  PoE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PoE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PoE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PSE的相关信息 display poe device [ slot slot-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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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设备指定PoE接口的供电状态 display poe interface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PoE接口的功率信息 display poe interface power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PSE的信息 display poe pse [ pse-id ] 
显示指定PSE上PoE接口的供电状态 display poe pse pse-id interface 

显示指定PSE上PoE接口的功率信息 display poe pse pse-id interface power 

显示PoE Profile的相关信息 display poe-profile [ index index | name 
profile-name ] 

显示指定PoE接口当前生效的PoE Profile
配置项和应用的信息 

display poe-profil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1.14  PoE典型配置举例 

1.14.1  PoE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设备通过 PoE 接口为 PD 设备供电。 

•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GigabitEthernet1/0/3 接入 IP 电话。 

• GigabitEthernet1/0/4、GigabitEthernet1/0/5 接入 AP 设备。 

• IP 电话的供电优先级高于 AP 设备。当 PSE 功率过载时，优先给 IP 电话供电。 

• GigabitEthernet1/0/5 下接的 AP B 的功率最大不能超过 9000 毫瓦。 

2. 组网图 

图1-2 PoE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开启 PoE 接口优先级策略。 
<PSE> system-view 

[PSE] poe pd-policy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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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 PoE 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GigabitEthernet1/0/2、GigabitEthernet1/0/3 的远程供电功

能，并且供电优先级为 critical。 
[PS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PSE-GigabitEthernet1/0/1] poe enable 

[PSE-GigabitEthernet1/0/1] poe priority critical 

[PS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PS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PSE-GigabitEthernet1/0/2] poe enable 

[PSE-GigabitEthernet1/0/2] poe priority critical 

[PSE-GigabitEthernet1/0/2] quit 

[PS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PSE-GigabitEthernet1/0/3] poe enable 

[PSE-GigabitEthernet1/0/3] poe priority critical 

[PSE-GigabitEthernet1/0/3] quit 

# 开启 PoE 接口 GigabitEthernet1/0/4 和 GigabitEthernet1/0/5 的远程供电功能，并配置 PoE 接口

GigabitEthernet1/0/5 的最大供电功率为 9000 毫瓦。 
[PS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PSE-GigabitEthernet1/0/4] poe enable 

[PSE-GigabitEthernet1/0/4] quit 

[PS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5 

[PSE-GigabitEthernet1/0/5] poe enable 

[PSE-GigabitEthernet1/0/5] poe max-power 9000 

4. 结果验证 

配置完成后，IP 电话和 AP 设备被供电，能够正常工作。 

1.15  常见配置错误举例 

1.15.1  配置PoE接口优先级为critical不成功 

1. 原因分析 

PoE 接口所在 PSE 剩余保证功率小于 PoE 接口的最大供电功率。 

PoE 接口的优先级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配置。 

2. 解决方法 

对于第一种情况可以通过增大 PSE 的最大供电功率来解决，或者在 PSE 剩余保证功率不可调整时

减小 PoE 接口的最大供电功率。 

对于第二种情况需先取消其他方式的配置。 

1.15.2  应用PoE Profile到PoE接口不成功 

1. 原因分析 

该 PoE Profile 的某些配置项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配置。 

该 PoE Profile 的某些配置项不符合 PoE 接口的配置要求。 

已经存在 PoE Profile 在该 PoE 接口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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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决方法 

对于第一种情况，可以通过取消其他方式的配置来解决。 

对于第二种情况，需修改该 PoE Profile 的某些配置项。 

对于第三种情况，先取消其他 PoE Profile 在该 PoE 接口的应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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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NMP 
1.1  SNMP简介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简单网络管理协议）广泛用于网络设备的远程管

理和操作。SNMP 允许管理员通过 NMS 对网络上不同厂商、不同物理特性、采用不同互联技术的

设备进行管理，包括状态监控、数据采集和故障处理。 

1.1.1  SNMP的网络架构 

SNMP 网络架构由三部分组成：NMS、Agent 和 MIB。 

• NMS（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网络管理系统）是 SNMP 网络的管理者，能够提供友

好的人机交互界面，方便网络管理员完成大多数的网络管理工作。 

• Agent 是 SNMP 网络的被管理者，负责接收、处理来自 NMS 的 SNMP 报文。在某些情况下，

如接口状态发生改变时，Agent 也会主动向 NMS 发送告警信息。 

• 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管理信息库）是被管理对象的集合。NMS 管理设备的

时候，通常会关注设备的一些参数，比如接口状态、CPU 利用率等，这些参数就是被管理对

象，在 MIB 中称为节点。每个 Agent 都有自己的 MIB。MIB 定义了节点之间的层次关系以及

对象的一系列属性，比如对象的名称、访问权限和数据类型等。被管理设备都有自己的 MIB
文件，在 NMS 上编译这些 MIB 文件，就能生成该设备的 MIB。NMS 根据访问权限对 MIB 节

点进行读/写操作，从而实现对 Agent 的管理。 

NMS、Agent和MIB之间的关系如 图 1-1 所示。 

图1-1 NMS、Agent 和 MIB 关系图 

 
 

1.1.2  MIB和MIB视图 

MIB以树状结构进行存储。树的每个节点都是一个被管理对象，它用从根开始的一条路径唯一地识

别（OID）。如 图 1-2 所示，被管理对象B可以用一串数字{1.2.1.1}唯一确定，这串数字是被管理对

象的OID（Object Identifier，对象标识符）。 

MIB 视图是 MIB 的子集合，将团体名/用户名与 MIB 视图绑定，可以限制 NMS 能够访问的 MIB 对

象。当用户配置 MIB 视图包含某个 MIB 子树时，NMS 可以访问该子树的所有节点；当用户配置

MIB 视图不包含某个 MIB 子树时，NMS 不能访问该子树的所有节点。 



 

1-2 

图1-2 MIB 树结构 

 

 

1.1.3  SNMP基本操作 

SNMP 提供四种基本操作： 

• Get 操作：NMS 使用该操作查询 Agent MIB 中节点的值。 

• Set 操作：NMS 使用该操作配置 Agent MIB 中节点的值。 

• 告警操作：SNMP 告警包括 Trap 和 Inform 两种。 

 Trap 操作：Agent 使用该操作向 NMS 发送 Trap 报文。Agent 不要求 NMS 发送回应报文，

NMS 也不会对 Trap 报文进行回应。SNMPv1、SNMPv2c 和 SNMPv3 均支持 Trap 操作。 

 Inform 操作：Agent 使用该操作向 NMS 发送 Inform 报文。Agent 要求 NMS 发送回应报文，

因此，Inform报文比Trap报文更可靠，但消耗的系统资源更多。如果Agent在一定时间内

没有收到 NMS 的回应报文，则会启动重发机制。只有 SNMPv2c 和 SNMPv3 支持 Inform
操作。 

1.1.4  SNMP版本介绍 

目前，设备运行于非 FIPS 模式时，支持 SNMPv1、SNMPv2c 和 SNMPv3 三种版本；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只支持 SNMPv3 版本。只有 NMS 和 Agent 使用的 SNMP 版本相同时，NMS 才能

和 Agent 建立连接。 

• SNMPv1 采用团体名（Community Name）认证机制。团体名类似于密码，用来限制 NMS 和

Agent 之间的通信。如果 NMS 配置的团体名和被管理设备上配置的团体名不同，则 NMS 和

Agent 不能建立 SNMP 连接，从而导致 NMS 无法访问 Agent，Agent 发送的告警信息也会被

NMS 丢弃。 

• SNMPv2c 也采用团体名认证机制。SNMPv2c 对 SNMPv1 的功能进行了扩展：提供了更多的

操作类型；支持更多的数据类型；提供了更丰富的错误代码，能够更细致地区分错误。 

• SNMPv3 采用 USM（User-Based Security Model，基于用户的安全模型）认证机制。网络管

理员可以配置认证和加密功能。认证用于验证报文发送方的合法性，避免非法用户的访问；

加密则是对NMS和Agent之间的传输报文进行加密，以免被窃听。采用认证和加密功能可以

为 NMS 和 Agent 之间的通信提供更高的安全性。 

1.1.5  SNMP支持的访问控制方式 

SNMP 支持的访问控制方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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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CM（View-based Access Control Model，基于视图的访问控制模型）：将团体名/用户名

与指定的 MIB 视图进行绑定，可以限制 NMS 能够访问哪些 MIB 对象，以及对 MIB 对象不同

的操作权限。 

• RBAC（Role Based Access Control，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创建团体名/用户名时，可以

指定对应的用户角色，通过用户角色下制定的规则，来限制NMS能够访问哪些MIB对象，以

及对 MIB 对象不同的操作权限。 

 拥有 network-admin 或 level-15 用户角色的 SNMP 团体/用户，可以对所有的 MIB 对象进

行读写操作； 

 拥有 network-operator 用户角色的 SNMP 团体/用户，可以对所有的 MIB 对象进行读操

作； 

 拥有自定义用户角色的 SNMP 团体/用户，可以对角色规则中指定的 MIB 对象进行操作。 

对于同一 SNMP 用户名/团体名，只能配置一种控制方式，多次使用两种控制方式配置同一用户名/
团体名时，以最后一次的配置方式为准。 

RBAC 配置方式限制的是 MIB 节点的读写权限，VACM 配置方式限制的是 MIB 视图的读写权限，

而一个视图中通常包括多个 MIB 节点。所以，RBAC 配置方式更精准、更灵活。关于 RBAC 的详

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中的“RBAC”。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不支持 SNMPv1/v2c 版本。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配置任务简介 

SNMP 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SNMP功能 

(2) 配置SNMP版本 

(3) 配置 SNMP 基本参数 

 （可选）配置SNMPv1/v2c/v3 版本公共参数 

 配置SNMPv1/v2c团体 

 配置SNMPv3 组和用户 

(4) （可选）配置SNMP告警 

(5) （可选）配置SNMP日志 

1.4  开启SNMP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执行除 snmp-agent calculate-password 外任何以 snmp-agent 开头的命令，都可以开启

SNMP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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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启动 SNMP 功能。 
snmp-agent 
缺省情况下，SNM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  配置SNMP版本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运行于非 FIPS 模式时，支持 SNMPv1、SNMPv2c 和 SNMPv3 三种版本；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只支持 SNMPv3 版本。只有 NMS 和设备使用的 SNMP 版本相同时，NMS 才能和 Agent
建立连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支持的 SNMP 版本。 

（非 FIPS 模式） 
snmp-agent sys-info version { all | { v1 | v2c | v3 } * } 

（FIPS 模式） 
snmp-agent sys-info version { all | v3 } 

缺省情况下，启用 SNMPv3 版本。 

多次执行该命令配置不同的版本时，各配置均生效，设备会和 NMS 协商一个版本进行通信 

1.6  配置SNMPv1/v2c/v3版本公共参数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出厂时，已分配了全网唯一的 SNMP 引擎 ID。并且，SNMPv3 版本的用户名、密文密码等都

和引擎 ID 相关联，如果更改了引擎 ID，则原引擎 ID 下配置的用户名、密码失效。所以，通常情况

下，请不要修改设备的 SNMP 引擎 ID。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设备上接收 SNMP 报文的端口号。 
snmp-agent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使用 161 号端口接收 SNMP 报文。 

(3) 配置本设备的 SNMP 引擎 ID。 
snmp-agent local-engineid engin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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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设备引擎 ID 为公司的“企业号＋设备信息”。每台设备的设备信息不同，请以

设备实际情况为准。 

(4) 配置远端 SNMP 实体的引擎 ID。 
snmp-agent remot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engineid engineid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远端 SNMP 实体的引擎 ID。 

当设备需要向目的主机（能够解析 Trap 和 Inform 报文的设备，通常为 NMS）发送 SNMPv3 
Inform 报文时，该步骤必选。 

(5) 创建或者更新 MIB 视图。 
snmp-agent mib-view { excluded | included } view-name oid-tree [ mask 
mask-value ] 

缺省情况下，存在四个 MIB 视图，名称均为 ViewDefault。 

 视图一包含 MIB 子树 iso。 

 视图二不包含子树 snmpUsmMIB。 

 视图三不包含子树 snmpVacmMIB。 

 视图四不包含子树 snmpModules.18。 

MIB 视图由视图名和 MIB 子树来唯一确定。视图名相同但包含的子树不同，则认为是不同的

视图。 

(6) 配置 SNMP 管理信息。 

 配置设备的维护联系信息。 
snmp-agent sys-info contact sys-contact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维护联系信息为 Beijing Unis HengYue Technologies Co., Ltd. 

 配置设备的物理位置信息。 
snmp-agent sys-info location sys-location 

缺省情况下，物理位置信息为 Beijing, China。 

(7) 创建 SNMP 上下文。 
snmp-agent context context-name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 SNMP 上下文。 

(8) 配置 Agent 能处理的 SNMP 报文的最大长度。 
snmp-agent packet max-size byte-count 

缺省情况下，Agent 能处理的 SNMP 报文的最大长度为 1500。 

(9) 配置 SNMP 响应报文的 DSCP（Differentiated Services Code Point，差分服务代码点）优先

级。 
snmp-agent packet response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SNMP 响应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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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配置SNMPv1/v2c团体 

1.7.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基于名称配置 SNMPv1/v2c 团体，或者基于用户配置 SNMPv1/v2c 团体。两种配置方式，

效果相同。基于用户配置指的是先创建 SNMP 组，再向创建的组中添加 SNMPv1/v2c 用户，

SNMPv1/v2c 用户相当于 SNMPv1/v2c 的团体名，在 NMS 上配置的团体名需要跟设备上配置的

SNMPv1/v2c 用户名一致。 

1.7.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安全起见，只有具有 network-admin 或者 level-15 用户角色的用户登录设备后才能创建 SNMP
团体、用户或组。其它角色的用户，即使授权了 SNMP 特性或相应命令的操作权限，也不能执行相

应命令。 

1.7.3  基于名称配置SNMPv1/v2c团体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直接创建 SNMP 团体。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VACM 方式： 
snmp-agent community { read | write } [ simple | cipher ] community-name 
[ mib-view view-name ] [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 
acl ipv6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 * 

 RBAC 方式： 
snmp-agent community [ simple | cipher ] community-name user-role 
role-name [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 acl ipv6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 * 

(3) （可选）创建团体名到 SNMP 上下文的映射。 
snmp-agent community-map community-name context context-name 

1.7.4  基于用户配置SNMPv1/v2c团体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通过创建用户来创建 SNMP 团体。 

a. 创建 SNMPv1/v2c 组： 
snmp-agent group { v1 | v2c } group-name [ read-view view-name ] 
[ write-view view-name ] [ notify-view view-name ] [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 acl ipv6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 * 

b. 创建 SNMPv1/v2c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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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agent usm-user { v1 | v2c } user-name group-name [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 acl ipv6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 * 

(3) （可选）创建团体名到 SNMP 上下文的映射。 
snmp-agent community-map community-name context context-name 

1.8  配置SNMPv3组和用户 

1.8.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为了安全起见，只有具有 network-admin 或者 level-15 用户角色的用户登录设备后才能创建 SNMP
用户或组。其它角色的用户，即使授权了 SNMP 特性或相应命令的操作权限，也不能执行相应命令。 

SNMPv3 使用组来管理用户。NMS使用SNMPv3 用户名访问设备时，是否需要认证和加密，由组

的配置决定，创建用户时，可以为不同用户配置不同的算法和认证密码、加密密码，基本配置要求

见 表 1-1。 

表1-1 不同安全模式的基本配置要求 

安全模型 创建组时必须配置的

相关参数 
创建用户时必须配置的

相关参数 说明 

认证加密 privacy 算法、认证密码、加密密

码 
认证密码和加密密码必须和NMS上的一致

才能建立SNMP连接 

认证不加密 authentication 算法、认证密码 认证密码必须和NMS上的一致才能建立

SNMP连接 

不认证不加密 无 无 即便配置了认证密码、加密密码，建立

SNMP连接时也不会用到 

 

1.8.2  非FIPS模式下配置SNMPv3 组和用户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SNMPv3 组。 
snmp-agent group v3 group-name [ authentication | privacy ] [ read-view 
view-name ] [ write-view view-name ] [ notify-view view-name ] [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 acl ipv6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 * 

(3) （可选）为明文密码计算对应的密文密码。 
snmp-agent calculate-password plain-password mode { 3desmd5 | 3dessha |  
aes192md5 | aes192sha | aes256md5 | aes256sha | md5 | sha } 
{ local-engineid | specified-engineid engineid } 

(4) 创建 SNMPv3 用户。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VACM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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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agent usm-user v3 user-name group-name [ remot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 { cipher | simple } authentication-mode { md5 | 
sha } auth-password [ privacy-mode { 3des | aes128 | aes192 | aes256 | 
des56 } priv-password ] ] [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 acl ipv6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 * 

 RBAC 方式： 
snmp-agent usm-user v3 user-name user-role role-name [ remot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 { cipher | simple } 
authentication-mode { md5 | sha } auth-password [ privacy-mode { 3des | 
aes128 | aes192 | aes256 | des56 } priv-password ] ] [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 acl ipv6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 * 

当设备需要向目的主机发送 SNMPv3 Inform 报文时，remote 参数必选。 

如果使用 cipher参数，则后面的 auth-password和 priv-password都必须输入并被视

为密文密码。 

(5) （可选）为通过 RBAC 方式创建的 SNMPv3 用户添加角色。 
snmp-agent usm-user v3 user-name user-role role-name 

缺省情况下，使用创建 SNMPv3 用户时指定的角色。 

1.8.3  FIPS模式下配置SNMPv3 组和用户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SNMPv3 组。 
snmp-agent group v3 group-name { authentication | privacy } [ read-view 
view-name ] [ write-view view-name ] [ notify-view view-name ] [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 acl ipv6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 * 

(3) （可选）为明文密码计算对应的密文密码。 
snmp-agent calculate-password plain-password mode { aes192sha | 
aes256sha | sha } { local-engineid | specified-engineid engineid } 

(4) 创建 SNMPv3 用户。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VACM 方式： 
snmp-agent usm-user v3 user-name group-name [ remot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 cipher | simple } authentication-mode sha 
auth-password [ privacy-mode { aes128 | aes192 | aes256 } priv-password ] 
[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 acl ipv6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 * 

 RBAC 方式： 
snmp-agent usm-user v3 user-name user-role role-name [ remot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 cipher | si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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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ation-mode sha auth-password [ privacy-mode { aes128 | aes192 
| aes256 } priv-password ] [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 acl ipv6 { ipv6-acl-number | name ipv6-acl-name } ] * 

当设备需要向目的主机发送 SNMPv3 Inform 报文时，remote 参数必选。 

如果使用 cipher参数，则后面的 auth-password和 priv-password都必须输入并被视

为密文密码。 

(5) （可选）为通过 RBAC 方式创建的 SNMPv3 用户添加角色。 
snmp-agent usm-user v3 user-name user-role role-name 

缺省情况下，使用创建 SNMPv3 用户时指定的角色。 

1.9  配置SNMP告警 

1.9.1  功能简介 

SNMP 告警信息包括 Trap 和 Inform 两种，用来告知 NMS 设备上发生了重要事件，比如，用户的

登录/退出，接口状态变成up/down等。业务模块开启告警功能后，会将生成的告警信息发送给SNMP
模块，SNMP 根据当前的配置封装成 Trap 和（或）Inform 报文发送。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的告

警信息均指 Trap 和 Inform 两种信息。 

1.9.2  开启告警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因为告警信息通常较多，会占用设备内存，影响设备性能，所以建议用户根据需要开启指定模块的

告警功能，生成相应的告警信息。 

如果要求接口在链路状态发生改变时生成相应的告警信息，需要在全局和接口下均开启接口链路状

态变化的告警功能。如果要生成其它模块的告警信息，除了使用 snmp-agent trap enable 命令

开启告警功能外，还可能需要执行各个模块的相关配置，详情请参见各模块的相关描述。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SNMP 告警功能。 
snmp-agent trap enable [ configuration | protocol | standard 
[ authentication | coldstart | linkdown | linkup | warmstart ] * | system ] 

缺省情况下，SNMP 配置告警、标准告警和系统告警功能处于开启状态，其他各模块告警功

能是否开启请参见各模块手册。 

(3)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开启接口链路状态变化的告警功能。 
enable snmp trap updown 
缺省情况下，接口状态变化的告警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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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配置告警信息发送参数 

1. 功能简介 

设备第一次发送告警信息时，会检查设备和目的主机是否路由可达。如果可达，则直接发送。如果

不可达，则先将告警信息缓存在消息队列里，等路由可达后，再发送。为防止告警信息累积占用太

多内存，用户可以配置该队列的长度以及告警信息在队列里的保存时间。 

• 如果在告警信息的发送队列满时系统又收到了新的告警信息，则系统会自动删除最先收到的

告警信息来保存新的告警信息。 

• 如果告警信息的发送队列中的某信息到达了已设定的保存时间，则系统会自动删除该告警信

息。 

对 linkUp/linkDown 告警信息进行私有扩展后，设备生成和发送的该信息由标准 linkUp/linkDown 告

警信息后增加接口描述和接口类型信息构成。 

2. 配置Trap信息发送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Trap 报文的发送参数。 

（非 FIPS 模式） 
snmp-agent target-host trap address udp-domain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udp-port port-number ] [ dscp dscp-value ] params 
securityname security-string [ v1 | v2c | v3 [ authentication | privacy ] ] 

（FIPS 模式） 
snmp-agent target-host trap address udp-domain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udp-port port-number ] [ dscp dscp-value ] params 
securityname security-string v3 { authentication | privacy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Trap报文的目的主机（能够解析 Trap和 Inform报文的设备，通常为NMS）。 

(3) （可选）配置发送的 Trap 报文的源 IP 地址。 
snmp-agent trap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使用出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 Trap 报文的源 IP 地址。 

3. 配置Inform信息发送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Inform 报文的发送参数。 

（非 FIPS 模式） 
snmp-agent target-host inform address udp-domain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udp-port port-number ] params securityname 
security-string { v2c | v3 [ authentication | privacy ] } 

（FIPS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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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agent target-host inform address udp-domain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udp-port port-number ] params securityname 
security-string v3 { authentication | privacy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Inform 报文的目的主机。 

仅 SNMPv2c 和 SNMPv3 版本支持 Inform 报文。 

(3) （可选）配置发送的 Inform 报文的源 IP 地址。 
snmp-agent inform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使用出接口的 IP 地址作为 Inform 报文的源 IP 地址。 

4. 配置告警信息公共发送参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对标准 linkUp/linkDown 告警信息进行私有扩展。 
snmp-agent trap if-mib link extended 
缺省情况下，系统发送的 linkUp/linkDown告警信息的格式为标准格式，不对其进行私有扩展。 

如果 NMS 不支持该扩展信息，请关闭私有扩展功能。 

(3) 配置告警信息发送队列的长度。 
snmp-agent trap queue-size size 

缺省情况下，告警信息的消息队列最多可以存储 100 条告警信息。 

(4) 配置告警信息的保存时间。 
snmp-agent trap life seconds 

缺省情况下，告警信息的保存时间为 120 秒。 

1.10  配置SNMP日志 

1. 功能简介 

SNMP 日志可以记录 NMS 对 Agent 的 Get 请求、Set 请求和 Set 响应信息，不能记录 Get 响应信

息。同时SNMP日志可以记录Agent对NMS的Trap和 Inform操作信息以及SNMP认证失败信息。 

• 当进行 Get 操作时，Agent 会记录 NMS 用户的 IP 地址、Get 操作的节点名和节点 OID。 

• 当进行 Set 操作时，Agent 会记录 NMS 用户的 IP 地址、Set 操作的节点名、节点 OID、节点

值以及 Set 操作返回的错误码和错误索引。 

• 当进行 Trap 和 Inform 操作时，Agent 会向 NMS 发送告警，Agent 会记录告警相关的信息。 

• 当进行SNMP认证操作时，如果Agent收到来自NMS的SNMP请求但是没有通过认证，Agent
会记录相关日志。 

这些日志将被发送到设备的信息中心，并通过信息中心配置的参数，最终决定 SNMP 日志的输出规

则（即是否允许输出以及输出方向）。SNMP 每条日志信息中记录的 node 域（信息内容对应的 MIB
节点名）和 value 域（信息内容对应的 MIB 节点值）的长度之和不能超过 1024 字节，超出的部分

将不会被输出。有关信息中心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信息中心”。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大量的日志记录会占用设备的存储空间，影响设备的性能。正常情况下，建议关闭 SNMP 日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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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打开 SNMP 日志开关。 
snmp-agent log { all | authfail | get-operation | set-operation } 

缺省情况下，SNMP 日志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3) 打开 SNMP 告警日志开关。 
snmp-agent trap log 
缺省情况下，SNMP 告警日志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11  SNM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均可以显示配置后 SNMP 的运行情况，通

过查看显示信息，来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SNM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SNMPv1或SNMPv2c团体信息 

（FIPS模式下不支持该命令） 
display snmp-agent community [ read | write ] 

显示SNMP上下文 display snmp-agent context [ context-name ] 

显示SNMP组信息 display snmp-agent group [ group-name ] 

显示本设备的SNMP引擎ID display snmp-agent local-engineid 

显示SNMP支持的MIB节点信息 display snmp-agent mib-node [ details | index-node | 
trap-node | verbose ] 

显示MIB视图的信息 display snmp-agent mib-view [ exclude | include | 
viewname view-name ] 

显示远端SNMP实体引擎信息 display snmp-agent remote [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显示SNMP报文统计信息 display snmp-agent statistics  

显示SNMP设备的系统信息 display snmp-agent sys-info [ contact | location | 
version ] * 

显示告警信息队列的基本信息 display snmp-agent trap queue 

显示SNMP告警功能的开启状态 display snmp-agent trap-list 

显示SNMPv3用户信息 display snmp-agent usm-user [ engineid engineid | 
username user-name | group group-na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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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SNMP典型配置举例 

1.12.1  SNMPv1/v2c配置举例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不支持该配置举例。 

SNMPv1 和 SNMPv2c 的配置方法相同，下面以 SNMPv1 为例进行配置。 

 

1. 组网需求 

NMS与Agent相连，设备的IP地址和掩码如 图 1-3 所示。 

NMS 通过 SNMPv1 对 Agent 进行监控管理，Agent 在故障时能够主动向 NMS 发送告警信息。 

2. 组网图 

图1-3 SNMPv1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Agent 

# 配置 Agent 的 IP 地址为 1.1.1.1/24，并确保 Agent 与 NMS 之间路由可达。（配置步骤略） 

# 配置 Agent 支持 SNMPv1 版本、只读团体名为 public，读写团体名为 private。 
<Agent> system-view 

[Agent] snmp-agent sys-info version v1 

[Agent] snmp-agent community read public 

[Agent] snmp-agent community write private 

# 配置设备的联系人和位置信息，以方便维护。 
[Agent] snmp-agent sys-info contact Mr.Wang-Tel:3306 

[Agent] snmp-agent sys-info location telephone-closet,3rd-floor 

# 开启 NMS 告警功能，告警信息发送到主机 1.1.1.2，使用的团体名为 public。 
[Agent] snmp-agent trap enable 

[Agent] snmp-agent target-host trap address udp-domain 1.1.1.2 params securityname 
public v1 

snmp-agent target-host 命令中指定的版本必须和 NMS 上运行的 SNMP 版本一致，因

此需要将 snmp-agent target-host 命令中的版本参数配置为 v1。否则，NMS 无法正确

接收告警信息。 

(2) 配置 NMS 

配置 NMS 使用的 SNMP 版本为 SNMPv1，只读团体名为 public，读写团体名为 private。另

外，还可以根据需求配置“超时”时间和“重试次数”。具体配置请参考 NMS 的相关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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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S 侧的配置必须和 Agent 侧保持一致，否则无法通信。 

 

(3) 结果验证 

# 通过查询 Agent 上相应的 MIB 节点获取 NULL0 接口的 MTU 值，结果为 1500： 
Send request to 1.1.1.1/161 ... 

Protocol version: SNMPv1 

Operation: Get 

Request binding: 

1: 1.3.6.1.2.1.2.2.1.4.135471 

Response binding: 

1: Oid=ifMtu.135471 Syntax=INT Value=1500 

Get finished 

# 当使用错误的团体名获取 Agent 上的 MIB 节点信息时，NMS 上将看到认证失败的 Trap 信

息，即 authenticationFailure： 
1.1.1.1/2934 V1 Trap = authenticationFailure 

SNMP Version = V1 

Community = public 

Command = Trap 

Enterprise = 1.3.6.1.4.1.43.1.16.4.3.50 

GenericID = 4 

SpecificID = 0 

Time Stamp = 8:35:25.68 

1.12.2  SNMPv3 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NMS与Agent相连，设备的IP地址和掩码如 图 1-4 所示。 

• NMS 通过 SNMPv3 只能对 Agent 的 SNMP 报文的相关信息进行监控管理，Agent 在出现故

障时能够主动向NMS发送告警信息，NMS上接收SNMP告警信息的默认UDP端口号为 162。 

• NMS 与 Agent 建立 SNMP 连接时，需要认证，使用的认证算法为 SHA-1，认证密码为

123456TESTauth&!。NMS 与 Agent 之间传输的 SNMP 报文需要加密，使用的加密协议为

AES，加密密码为 123456TESTencr&!。 

2. 组网图 

图1-4 SNMPv3 配置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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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RBAC方式配置步骤 

(1) 配置 Agent 

# 配置 Agent 的 IP 地址为 1.1.1.1/24，并确保 Agent 与 NMS 之间路由可达。（配置步骤略） 

# 创建用户角色 test 并配置访问权限：用户只能读节点 snmpMIB（OID 为 1.3.6.1.6.3.1）下

的对象（本举例验证时会用到 linkUp 和 linkDown 节点），不可以访问其它 MIB 对象。 
<Agent> system-view 

[Agent] role name test 

[Agent-role-test] rule 1 permit read oid 1.3.6.1.6.3.1 

# 配置用户角色 test 具有 system（OID 为 1.3.6.1.2.1.1）的读权限与 interfaces（OID 为

1.3.6.1.2.1.2）的读写权限，以便接口状态变化时，Agent 会向 NMS 发送告警信息。 
[Agent-role-test] rule 2 permit read oid 1.3.6.1.2.1.1 

[Agent-role-test] rule 3 permit read write oid 1.3.6.1.2.1.2 

[Agent-role-test] quit 

# 创建用户 RBACtest，为其绑定用户角色 test，认证算法为 SHA-1，认证密码为

123456TESTauth&!，加密算法为 AES，加密密码是 123456TESTencr&!。 
[Agent] snmp-agent usm-user v3 RBACtest user-role test simple authentication-mode sha 
123456TESTauth&! privacy-mode aes128 123456TESTencr&! 

# 配置设备的联系人和位置信息，以方便维护。 
[Agent] snmp-agent sys-info contact Mr.Wang-Tel:3306 

[Agent] snmp-agent sys-info location telephone-closet,3rd-floor 

# 开启 NMS 告警功能，告警信息发送到主机 1.1.1.2，使用的用户名为 RBACtest。 
[Agent] snmp-agent trap enable 

[Agent] snmp-agent target-host trap address udp-domain 1.1.1.2 params securityname 
RBACtest v3 privacy 

(2) 配置 NMS 

# 配置 NMS 使用的 SNMP 版本为 SNMPv3，用户名为 RBACtest，启用认证和加密功能，认

证算法为 SHA-1，认证密码为 123456TESTauth&!，加密协议为 AES，加密密码为

123456TESTencr&!。另外，还可以根据需求配置“超时”时间和“重试次数”。具体配置请

参考 NMS 的相关手册。 

 

NMS 侧的配置必须和设备侧保持一致，否则无法进行相应操作。 

 

4. 通过VACM方式配置步骤 

(1) 配置 Agent 

# 配置 Agent 的 IP 地址为 1.1.1.1/24，并确保 Agent 与 NMS 之间路由可达。（配置步骤略） 

# 配置访问权限：用户只能读节点 snmpMIB（OID 为 1.3.6.1.6.3.1）下的对象（本举例验证

时会用到 linkUp 和 linkDown 节点），不可以访问其它 MIB 对象。 
<Agent> system-view 

[Agent] undo snmp-agent mib-view ViewDefault 

[Agent] snmp-agent mib-view included test snmpMIB 

[Agent] snmp-agent group v3 managev3group privacy read-view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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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访问权限：配置用户具有 system（OID 为 1.3.6.1.2.1.1）和 interfaces（OID 为

1.3.6.1.2.1.2）的读写权限，以便接口状态变化时时，Agent 会向 NMS 发送告警信息。（VACM
方式只能将 MIB 视图中包含的所有节点配置为只读属性或者读写属性，不能仅配置部分节点

的属性） 
[Agent] snmp-agent mib-view included test 1.3.6.1.2.1.1 

[Agent] snmp-agent mib-view included test 1.3.6.1.2.1.2 

[Agent] snmp-agent group v3 managev3group privacy read-view test write-view test 

# 配置 Agent 使用的用户名为 VACMtest，认证算法为 SHA-1，认证密码为

123456TESTauth&!，加密算法为 AES，加密密码是 123456TESTencr&!。 
[Agent] snmp-agent usm-user v3 VACMtest managev3group simple authentication-mode sha 
123456TESTauth&! privacy-mode aes128 123456TESTencr&! 

# 配置设备的联系人和位置信息，以方便维护。 
[Agent] snmp-agent sys-info contact Mr.Wang-Tel:3306 

[Agent] snmp-agent sys-info location telephone-closet,3rd-floor 

# 开启 NMS 告警功能，告警信息发送到主机 1.1.1.2，使用的用户名为 VACMtest。 
[Agent] snmp-agent trap enable 

[Agent] snmp-agent target-host trap address udp-domain 1.1.1.2 params securityname 
VACMtest v3 privacy 

(2) 配置 NMS 

# 配置 NMS使用的 SNMP版本为 SNMPv3，用户名为 VACMtest，启用认证和加密功能，认

证算法为 SHA-1，认证密码为 123456TESTauth&!，加密协议为 AES，加密密码为

123456TESTencr&!。另外，还可以根据需求配置“超时”时间和“重试次数”。具体配置请

参考 NMS 的相关手册。 

 

NMS 侧的配置必须和设备侧保持一致，否则无法进行相应操作。 

 

5. 验证配置 

(1) NMS 使用 RBACtest 用户名访问 Agent 

可查询 sysName 节点的值，返回结果为 Agent。 

设置 sysName 节点的值为 Sysname，由于没有权限，操作失败。 

在 Agent 上关闭或打开接口，NMS 上将收到 linkUP（OID 为 1.3.6.1.6.3.1.1.5.4）或 linkDown
（OID 为 1.3.6.1.6.3.1.1.5.3） Trap 信息。 

(2) NMS 使用 VACMtest 用户名访问 Agent 

可查询 sysName 节点的值，返回结果为 Agent。 

设置 sysName 节点的值为 Sysname，操作成功。 

在 Agent 上关闭或打开接口，NMS 上将收到 linkUP 或 linkDown Trap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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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MON 
1.1  RMON简介 

RMON（Remote Network Monitoring，远程网络监视）是一种基于 SNMP 协议的网络管理协议，

通常用来实现管理设备对被管理设备的远程监控和管理。 

1.1.1  RMON工作机制 

用户通过 RMON 功能可以周期性或者持续性统计以太网接口收发报文的个数，可以监控被管理设

备上 MIB 节点的值，当这些值达到用户设置的阈值，设备会自动记录日志或者发送告警信息给管理

设备，来实现管理设备对被管理设备的远程监控和管理。 

SNMP 是 RMON 实现的基础。RMON 使用 SNMP 告警信息发送机制向管理设备发送告警信息告知

告警变量的异常。虽然 SNMP 也定义了告警功能，但通常用于告知被管理设备上某功能是否运行正

常、接口物理状态的变化等，两者监控的对象、触发条件以及报告的内容均不同。 

RMON 是 SNMP 功能的增强。RMON 协议规定达到告警阈值时被管理设备能自动生成告警信息发

送给设备的 SNMP 模块，所以管理设备不需要多次去获取 MIB 变量的值，进行比较，从而能够减

少管理设备同被管理设备的通讯流量，达到简便而有力地管理大型互连网络的目的。 

1.1.2  RMON组 

RMON 协议中定义了多个 RMON 组，设备实现了公有 MIB 中支持的统计组、历史组、事件组、告

警组、代理配置组和用户历史组。此外，Uniware 系统还自定义和实现了扩展告警组，以增强告警

组的功能。其中，代理配置组和用户历史组只支持 MIB 操作。 

1. 统计组 

统计组规定系统将持续地对端口的各种流量信息进行统计（目前只支持对以太网端口的统计），并

将统计结果存储在以太网统计表（etherStatsTable）中以便管理设备随时查看。在指定接口下创建

统计表项成功后，统计组就对当前接口的报文数进行统计，它统计的结果是一个连续的累加值。 

统计信息包括网络冲突数、CRC 校验错误报文数、过小（或超大）的数据报文数、广播、多播的报

文数以及接收字节数、接收报文数等。 

2. 历史组 

历史组规定系统将按指定周期对端口的各种流量信息进行统计，并将统计结果存储在历史记录表

（etherHistoryTable）中以便管理设备随时查看。历史组统计的是每个周期内端口接收报文的情况，

统计数据包括带宽利用率、错误包数和总包数等，周期的长短可以通过命令行来配置。 

3. 事件组 

事件组用来定义事件索引号及事件的处理方式。事件组定义的事件用于告警组表项和扩展告警组表

项中。当监控对象达到告警条件时，就会触发事件，事件有如下几种处理方式： 

• Log：将事件相关信息（事件发生的时间、事件的内容等）记录在本设备 RMON MIB 的事件

日志表中，以便管理设备通过 SNMP Get 操作进行查看。 

• Trap：表示事件被触发时，会生成告警信息发送给设备的 SNMP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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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Trap：表示事件被触发时，既在本设备上记录日志，又会生成告警信息发送给设备的

SNMP 模块。 

• None：不做任何处理。 

4. 告警组 

RMON 告警管理可对指定的告警变量（如端口收到的报文总数 etherStatsPkts）进行监视。用户定

义了告警表项后，系统会按照定义的时间周期去获取被监视的告警变量的值，当告警变量的值大于

或等于上限阈值时，触发一次上限告警事件；当告警变量的值小于或等于下限阈值，触发一次下限

告警事件，告警管理将按照事件的定义进行相应的处理。 

当告警变量的采样值在同一方向上连续多次超过阈值时，只会在第一次产生告警事件，后面的几次

不会产生告警事件。即上限告警和下限告警是交替产生的，出现了一次上限告警，则下一次必为下

限告警。如图 1-1 所示，告警变量的值（如图中黑色曲线所示）多次超过阈值（如图中蓝色直线所

示），产生了多个交叉点，但只有红叉标识的交叉点才会触发告警事件，其它交叉点不会触发告警

事件。 

图1-1 上下限告警示意图 

 
 

5. 扩展告警组 

扩展告警表项可以对告警变量进行运算，然后将运算结果和配置的阈值比较，实现更为丰富的告警

功能。 

用户定义了扩展告警表项后，系统对扩展告警表项的处理如下： 

(1) 对定义的扩展告警公式中的告警变量按照定义的时间间隔进行采样。 

(2) 将采样值按照定义的运算公式进行计算。 

(3) 将计算结果和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大于或等于上限阈值时，触发一次上限告警事件；小于

或等于下限阈值，触发一次下限告警事件。 

与告警组一样，当扩展告警组的运算结果在同一方向上连续多次超过阈值时，只会在第一次产生告

警事件，后面的几次不会产生告警事件，即上限告警和下限告警是交替产生的。 

1.1.3  采样类型 

设备在监控告警组和扩展告警组的告警变量时，支持两种采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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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值采样：设备按照采样间隔获取告警节点的值，直接用告警节点的值或者计算后获得的

值和上限阈值、下限阈值进行比较，来触发对应的事件。 

• 变化值采样：设备按照采样间隔对告警节点进行采样，并用当前采样时间点获取的值减去上

一个采样时间点获取的值，得到告警节点在采样间隔内的变化值，直接用告警节点的变化值

或者计算后得到的值和上限阈值、下限阈值进行比较，来触发对应的事件。 

1.1.4  协议规范 

与 RMON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4502：Remote Network Monitor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Version 2 

• RFC 2819：Remote Network Monitor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Status of this Memo 

1.2  配置RMON统计功能 

1.2.1  功能简介 

RMON 的统计功能可以通过 RMON 统计组或者 RMON 历史组来实现，但是两者统计的对象不同，

请根据实际需要配置。 

• RMON 统计组统计的是 RMON 以太网统计表里定义的变量，记录的是从 RMON 统计表项创

建到当前阶段变量的累加值。 

• RMON历史组统计的是RMON历史记录表里定义的变量，记录的是每个周期内变量的累加值。 

1.2.2  配置RMON以太网统计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创建统计表项。 
rmon statistics entry-number [ owner text ] 

每个接口下只能创建一个统计表项。 

1.2.3  配置RMON历史统计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历史控制表项的 entry-number 必须全局唯一，如果已经在其他接口下使用，则创建操作失败。 

同 一 接 口 下 ， 可 以 创 建 多 条 历 史 控 制 表 项 ， 但 要 求 不 同 表 项 entry-number 和

sampling-interval 的值必须不同，否则创建操作失败。 

在创建历史控制表项时，如果指定的 buckets number 参数值超出了设备实际支持的历史表容量

时，该历史控制表项会被添加，但该表项对应生效的 buckets number 的值为设备实际支持的历

史表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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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创建历史控制表项。 
rmon history entry-number buckets number interval interval [ owner text ] 

同一接口下可以创建多个历史控制表项。 

1.3  配置RMON告警功能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系统不允许创建两个配置完全相同的表项。如果新建表项参数的值和已存在表项对应参数的

值完全相同，则创建操作失败。不同表项需要比较的参数不同，请参见 表 1-1。 

• 系统对每种类型表项的总数均进行了限制，具体数目请参见 表 1-1。当某种类型表项的总数达

到系统允许创建的 大数目时，创建操作失败。 

表1-1 RMON 配置约束表 

表项名 需要比较的参数 最多可创建的表项数 

事件表项 事件描述（description string）、事件类型（log、trap、
logtrap或none）和团体名（security-string ） 60 

告警表项 

告警变量（alarm-variable）、采样间隔

（sampling-interval）、采样类型（absolute或delta）、
上限阈值（threshold-value1）和下限阈值

（threshold-value2） 

60 

扩展告警表项 

告警变量公式（prialarm-formula）、采样间隔

（sampling-interval）、采样类型（absolute或delta）、
上限阈值（threshold-value1）和下限阈值

（threshold-value2） 

50 

 

2. 配置准备 

如果触发告警事件时，需要向管理设备（NMS）发送告警信息，则在配置 RMON 告警功能之前，

必须保证 SNMP Agent 已经正确配置。SNMP Agent 的配置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

的“SNMP”。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创建事件表项。 
rmon event entry-number [ description string ] { log | log-trap 
security-string | none | trap security-string } [ owner text ] 

缺省情况下，事件表中不存在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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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告警表项。 
rmon alarm entry-number alarm-variable sampling-interval { absolute | 
delta } [ startup-alarm { falling | rising | rising-falling } ] 
rising-threshold threshold-value1 event-entry1 falling-threshold 
threshold-value2 event-entry2 [ owner text ] 

配置时如果 event-entry 不存在也可以配置，但触发告警时不会有事件动作。 

(4) 创建扩展告警表项。 
rmon prialarm entry-number prialarm-formula prialarm-des 
sampling-interval { absolute | delta } [ startup-alarm { falling | rising 
| rising-falling } ] rising-threshold threshold-value1 event-entry1 
falling-threshold threshold-value2 event-entry2 entrytype { forever | 
cycle cycle-period } [ owner text ] 

配置时如果 event-entry 不存在也可以配置，但触发告警时不会有事件动作。 

1.4  RMON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RMON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RMON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RMON告警表项的相关信息 display rmon alarm [ entry-number ] 

显示RMON事件表项的相关信息 display rmon event [ entry-number ] 

显示事件日志表项的相关信息 display rmon eventlog [ entry-number ] 

显示RMON历史控制表及历史采样信息 display rmon history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显示RMON扩展告警表项的相关信息 display rmon prialarm [ entry-number ] 

显示RMON统计信息 display rmon statistics [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1.5  RMON典型配置举例 

1.5.1  统计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现需要通过 RMON 统计表对以太网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收的报文进行性能统计。管理员随

时查看统计数据了解接口接收报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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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2 配置统计功能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使用 RMON 对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进行流量统计。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 rmon statistics 1 owner user1 

4. 验证配置 

完成以上配置后，系统就开始对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收的报文进行分类统计，统计的结果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查看： 

• 查看接口的统计信息。 
<Sysname> display rmon statistics gigabitethernet 1/0/1 

EtherStatsEntry 1 owned by user1 is VALID. 

  Interface : GigabitEthernet1/0/1<ifIndex.3> 

  etherStatsOctets         : 21657     , etherStatsPkts          : 307 

  etherStatsBroadcastPkts  : 56        , etherStatsMulticastPkts : 34 

  etherStatsUndersizePkts  : 0         , etherStatsOversizePkts  : 0 

  etherStatsFragments      : 0         , etherStatsJabbers       : 0 

  etherStatsCRCAlignErrors : 0         , etherStatsCollisions    : 0 

  etherStatsDropEvent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0 

  Incoming packets by size: 

  64     : 235       ,  65-127  : 67        ,  128-255  : 4 

  256-511: 1         ,  512-1023: 0         ,  1024-1518: 0 

• 在 NMS 上通过软件执行 Get 操作，直接获取 MIB 节点的值。 

1.5.2  历史统计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现需要每 1分钟通过 RMON历史统计表对以太网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接收的报文进行周期性

统计。管理员能够随时了解短时间内接口是否有数据突发。 

2. 组网图 

图1-3 配置历史统计功能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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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 使用 RMON 对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进行周期性流量统计。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 rmon history 1 buckets 8 interval 60 owner user1 

4. 验证配置 

完成以上配置后，系统就开始对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接收的报文进行周期性分类统计，每 1
分钟统计一次，历史统计列表里会保存 近的 8 次统计的结果，以便管理员查看。统计的结果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查看： 

• 查看接口的历史统计信息。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 display rmon history 

HistoryControlEntry 1 owned by user1 is VALID 

  Sampled interface     : GigabitEthernet1/0/1<ifIndex.3> 

  Sampling interval     : 60(sec) with 8 buckets max 

  Sampling record 1 : 

    dropevents        : 0         , octets               : 834 

    packets           : 8         , broadcast packets    : 1 

    multicast packets : 6         , CRC alignment errors : 0 

    undersize packets : 0         , oversize packets     : 0 

    fragments         : 0         , jabbers              : 0 

    collisions        : 0         , utilization          : 0 

  Sampling record 2 : 

    dropevents        : 0         , octets               : 962 

    packets           : 10        , broadcast packets    : 3 

    multicast packets : 6         , CRC alignment errors : 0 

    undersize packets : 0         , oversize packets     : 0 

    fragments         : 0         , jabbers              : 0 

    collisions        : 0         , utilization          : 0 

• 在 NMS 上通过软件执行 Get 操作，直接获取 MIB 节点的值。 

1.5.3  告警功能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evice 与 Server 和 NMS 相连。现需要对该服务器的流量进行统计，以 5 秒的采样间隔采样，当流

量过大或过低时发送相应的告警信息给设备的 SNMP 模块，由 SNMP 模块通知 NMS。 

2. 组网图 

图1-4 配置告警功能组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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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 配置SNMP Agent。（请注意：这些参数的值应与NMS侧的配置一致，假设NMS上运行SNMP v1，
访问设备时使用的可读团体名为 public，可写团体名为 private，NMS 的 IP 地址为 1.1.1.2）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snmp-agent 

[Sysname] snmp-agent community read public 

[Sysname] snmp-agent community write private 

[Sysname] snmp-agent sys-info version v1 

[Sysname] snmp-agent trap enable 

[Sysname] snmp-agent trap log 

[Sysname] snmp-agent target-host trap address udp-domain 1.1.1.2 params securityname public 

# 使用 RMON 对以太网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进行统计。 
[Sysnam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 rmon statistics 1 owner user1 

[Sysnam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 RMON 告警表项。（当节点 1.3.6.1.2.1.16.1.1.1.4.1 的相对采样值超过 100 时或者低于 50
时，都触发事件 1—生成告警信息发送给设备的 SNMP 模块）。 
[Sysname] rmon event 1 trap public owner user1 

[Sysname] rmon alarm 1 1.3.6.1.2.1.16.1.1.1.4.1 5 delta rising-threshold 100 1 
falling-threshold 50 1 owner user1 

4. 验证配置 

# 查看 RMON 告警表信息。 
<Sysname> display rmon alarm 1 

AlarmEntry 1 owned by user1 is VALID. 

  Sample type                    : delta 

  Sampled variable               : 1.3.6.1.2.1.16.1.1.1.4.1<etherStatsOctets.1> 

  Sampling interval (in seconds) : 5 

  Rising threshold               : 100(associated with event 1) 

  Falling threshold              : 50(associated with event 1) 

  Alarm sent upon entry startup  : risingOrFallingAlarm 

  Latest value                   : 0 

# 查看以太网接口的统计信息。 
<Sysname> display rmon statistics gigabitethernet 1/0/1 

EtherStatsEntry 1 owned by user1 is VALID. 

  Interface : GigabitEthernet1/0/1<ifIndex.3> 

  etherStatsOctets         : 57329     , etherStatsPkts          : 455 

  etherStatsBroadcastPkts  : 53        , etherStatsMulticastPkts : 353 

  etherStatsUndersizePkts  : 0         , etherStatsOversizePkts  : 0 

  etherStatsFragments      : 0         , etherStatsJabbers       : 0 

  etherStatsCRCAlignErrors : 0         , etherStatsCollisions    : 0 

  etherStatsDropEvent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0 

  Incoming packets by size : 

  64     : 7         ,  65-127  : 413       ,  128-255  : 35 

  256-511: 0         ,  512-1023: 0         ,  1024-1518: 0 

当告警事件被触发时，NMS 将收到相应的告警信息。 



i 

目  录 

1 NETCONF ··················································································································· 1-1 

1.1 NETCONF简介 ·········································································································· 1-1 

1.1.1 NETCONF协议结构 ··························································································· 1-1 

1.1.2 NETCONF报文格式 ··························································································· 1-2 

1.1.3 如何使用NETCONF ··························································································· 1-3 

1.1.4 协议规范 ·········································································································· 1-3 

1.2 FIPS相关说明 ············································································································ 1-3 

1.3 NETCONF配置任务简介 ······························································································ 1-3 

1.4 建立NETCONF会话 ···································································································· 1-4 

1.4.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1-4 

1.4.2 配置NETCONF会话公共属性················································································ 1-5 

1.4.3 建立NETCONF over SOAP会话 ············································································ 1-6 

1.4.4 建立NETCONF over SSH会话 ·············································································· 1-7 

1.4.5 建立NETCONF over Telnet或NETCONF over Console会话 ········································ 1-8 

1.4.6 交换能力集 ······································································································· 1-8 

1.5 获取设备配置信息 ······································································································· 1-9 

1.5.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1-9 

1.5.2 获取运行配置和运行状态 ····················································································· 1-9 

1.5.3 获取可配置的功能的变量值 ················································································ 1-11 

1.5.4 获取NETCONF信息 ························································································· 1-12 

1.5.5 获取YANG文件的内容 ······················································································ 1-13 

1.5.6 获取NETCONF会话信息 ··················································································· 1-13 

1.5.7 获取运行配置举例 ···························································································· 1-14 

1.5.8 获取可配置的功能的变量值配置举例 ···································································· 1-15 

1.5.9 获取Syslog功能的变量值配置举例 ······································································· 1-17 

1.5.10 获取NETCONF会话信息配置举例 ······································································ 1-18 

1.6 过滤表和列的信息 ····································································································· 1-19 

1.6.1 功能简介 ········································································································ 1-19 

1.6.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1-19 

1.6.3 基于表的过滤 ·································································································· 1-19 

1.6.4 基于列的过滤 ·································································································· 1-19 

1.6.5 正则表达式过滤配置举例 ··················································································· 1-22 

1.6.6 条件匹配过滤配置举例 ······················································································ 1-23 



ii 

1.7 配置加锁和解锁 ········································································································ 1-24 

1.7.1 功能简介 ········································································································ 1-24 

1.7.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1-25 

1.7.3 配置加锁 ········································································································ 1-25 

1.7.4 配置解锁 ········································································································ 1-25 

1.7.5 加锁配置举例 ·································································································· 1-26 

1.8 下发配置················································································································· 1-27 

1.8.1 功能简介 ········································································································ 1-27 

1.8.2 配置步骤 ········································································································ 1-27 

1.8.3 下发配置举例 ·································································································· 1-28 

1.9 保存配置················································································································· 1-29 

1.9.1 功能简介 ········································································································ 1-29 

1.9.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1-29 

1.9.3 配置步骤 ········································································································ 1-29 

1.9.4 保存配置举例 ·································································································· 1-29 

1.10 加载配置文件 ········································································································· 1-30 

1.10.1 功能简介 ······································································································ 1-30 

1.10.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1-30 

1.10.3 配置步骤 ······································································································ 1-31 

1.11 回滚配置 ··············································································································· 1-31 

1.11.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1-31 

1.11.2 回滚配置文件 ································································································ 1-31 

1.11.3 回滚运行配置 ································································································ 1-31 

1.12 下发命令行 ············································································································ 1-36 

1.12.1 功能简介 ······································································································ 1-36 

1.12.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1-36 

1.12.3 命令行操作 ··································································································· 1-36 

1.12.4 命令行操作配置举例 ······················································································· 1-36 

1.13 订阅事件 ··············································································································· 1-37 

1.13.1 功能简介 ······································································································ 1-37 

1.13.2 配置限制和指导 ····························································································· 1-37 

1.13.3 订阅Syslog事件 ····························································································· 1-37 

1.13.4 订阅监控事件 ································································································ 1-39 

1.13.5 订阅模块上报事件 ·························································································· 1-40 

1.13.6 订阅事件配置举例 ·························································································· 1-41 

1.14 关闭NETCONF会话 ································································································ 1-42 



iii 

1.14.1 功能简介 ······································································································ 1-42 

1.14.2 Kill-session操作 ····························································································· 1-42 

1.14.3 Kill-session操作配置举例 ················································································· 1-43 

1.15 退出XML视图 ········································································································· 1-43 

2 Uniware V7 支持的NETCONF操作 ···················································································· 2-1 

2.1.1 action ·············································································································· 2-1 

2.1.2 CLI ················································································································· 2-1 

2.1.3 close-session ···································································································· 2-2 

2.1.4 edit-config: create ······························································································ 2-2 

2.1.5 edit-config: delete ······························································································ 2-3 

2.1.6 edit-config: merge ······························································································ 2-3 

2.1.7 edit-config: remove ···························································································· 2-3 

2.1.8 edit-config: replace ····························································································· 2-3 

2.1.9 edit-config测试处理选项 ······················································································ 2-4 

2.1.10 edit-config缺省操作选项 ···················································································· 2-4 

2.1.11 edit-config缺省错误处理选项··············································································· 2-5 

2.1.12 edit-config增量下发 ·························································································· 2-6 

2.1.13 get ················································································································ 2-7 

2.1.14 get-bulk ········································································································· 2-7 

2.1.15 get-bulk-config ································································································· 2-8 

2.1.16 get-config ······································································································· 2-8 

2.1.17 get-sessions ··································································································· 2-9 

2.1.18 kill-session ····································································································· 2-9 

2.1.19 load ·············································································································· 2-9 

2.1.20 lock ············································································································· 2-10 

2.1.21 rollback ········································································································ 2-10 

2.1.22 save ············································································································ 2-10 

2.1.23 unlock ········································································································· 2-11 

 



1-1 

1 NETCONF 
1.1  NETCONF简介 

NETCONF（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tocol，网络配置协议）是一种基于 XML 的网络管理协议，

他提供了一种可编程的、对网络设备进行配置和管理的方法。用户可以通过该协议设置属性、获取

属性值、获取统计信息等。这使得他在第三方软件的开发上非常便利，很容易开发出在混合不同厂

商、不同设备的环境下的特殊定制的网管软件。 

1.1.1  NETCONF协议结构 

NETCONF 协议采用分层结构，分为内容层（Content）、操作层（Operations）、RPC（Remote 
Procedure Call，远程调用）层和通信协议层（Transport Protocol）等。 

表1-1 XML 分层与 NETCONF 分层模型对应关系 

NETCONF
分层 XML 分层 说明 

内容层 配置数据、状态数据、

统计信息等 
被管理对象的集合，可以是配置数据、状态数据、统计信息等 

NETCONF协议具体可读写的数据请参见《NETCONF XML API 手册》 

操作层 <get>,<get-config>,
<edit-config>… 

在RPC中应用的基本的原语操作集，这些操作组成NETCONF的基本能力

NETCONF全面地定义了对被管理设备的各种基础操作，设备支持的操作

请参见“2 Uniware V7支持的NETCONF操作” 

RPC层 <rpc>,<rpc-reply> 
为RPC模块的编码提供了简单的、传输协议无关的机制。通过使用<rpc>
和<rpc-reply>元素分别对NETCONF请求和响应数据（即操作层和内容层

的内容）进行封装 

通信协议层 

非FIPS模式下：
Console/Telnet/SSH
/HTTP/HTTPS/TLS 

FIPS模式下： 

Console/SSH/HTTP
S/TLS 

为NETCONF提供面向连接的、可靠的、顺序的数据链路。 

非FIPS模式下： 

• NETCONF 支持 Telnet、SSH 和 Console 等 CLI 登录方式/协议，即

NETCONF over SSH、NETCONF over Telnet 和 NETCONF over 
Console 

• NETCONF 支持 HTTP 和 HTTPS 协议，即 NETCONF over HTTP
和 NETCONF over HTTPS 

• NETCONF 支持封装成 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简

单对象访问协议）报文后通过 HTTP 或 HTTPS 协议传输，即

NETCONF over SOAP over HTTP 和 NETCONF over SOAP over 
HTTPS 

FIPS模式下： 

• NETCONF 支持 SSH 和 Console 等 CLI 方式/协议，即 NETCONF 
over SSH 和 NETCONF over Console 

• NETCONF 支持 HTTPS 登录协议，即 NETCONF over HTTPS 

• NETCONF 支持封装成 SOAP 报文后通过 HTTPS 协议传输，即
NETCONF over SOAP over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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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NETCONF报文格式 

1. NETCONF 

NETCONF 命令必须符合 XML 语言的基本格式，格式遵循 RFC 4741。 

NETCONF 操作以及可操作的数据项，请参见《NETCONF XML API 手册》。NETCONF 报文的数

据合法性都将经过校验才会下发，如果校验失败则会向客户端报错。其中，数据合法性校验通过 XML 
Schema 的方式完成。 

如下为一个 NETCONF 报文示例，用于获取设备上所有接口的所有参数：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bulk>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filter> 

  </get-bulk> 

</rpc> 

2. NETCONF over SOAP 

NETCONF over SOAP 之后，NETCONF 报文会放在 SOAP 报文的 BODY 元素里，这些报文除了

需要遵循纯 NETCONF 报文的规则外，还需要遵循以下规则： 

• SOAP 消息必须用 XML 来编码。 

• SOAP 消息必须使用 SOAP Envelope 命名空间。 

• SOAP 消息必须使用 SOAP Encoding 命名空间。 

• SOAP 消息不能包含 DTD（Document Type Definition，文件类型定义）引用。 

• SOAP 消息不能包含 XML 处理指令。 

如下为一个 NETCONF over SOAP 报文示例，用于获取设备上所有接口的所有参数： 
<env:Envelope xmlns:env="http://www.w3.org/2003/05/soap-envelope"> 

  <env:Header> 

    <auth:Authentication env:mustUnderstand="1" 
xmlns:auth="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auth:AuthInfo>800207F0120020C</auth:AuthInfo> 

    </auth:Authentication> 

  </env:Header> 

  <env:Body>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bulk>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Ifm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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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s>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filter> 

      </get-bulk> 

    </rpc> 

  </env:Body> 

</env:Envelope> 

1.1.3  如何使用NETCONF 

用户可通过以下方式来使用 NETCONF 配置和管理设备： 

• 通过 Telnet、SSH 和 Console 登录到设备并进入 XML 视图，将合法的 NETCONF 报文直接

拷贝、粘贴到命令行提示符处执行，即可实现对设备的配置和管理。 

• 通过 HTTP 或 HTTPS 登录到设备的 Web 页面，系统会自动将 Web 页面的配置转换成

NETCONF 指令下发给设备来实现对设备的配置和管理。该方式通过简洁易用的图像化 Web
页面上完成配置，配置结果也会以简洁清晰的方式呈现给用户，整个 NETCONF 的交互过程

对用户透明。 

• 使用配置工具给设备下发 NETCONF 指令来实现对设备的配置和管理。该方式需要将

NETCONF 指令用 SOAP 封装成通用的格式，以便设备能够正常转换。因此，使用该方式前

必须开启 NETCONF over SOAP 功能。 

1.1.4  协议规范 

与 NETCONF、SOAP 协议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 3339：Date and Time on the Internet: Timestamps 

• RFC 4741：NETCONF Configuration Protocol 

• RFC 4742：Using the NETCONF Configuration Protocol over Secure SHell (SSH) 

• RFC 4743：Using NETCONF over the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 

• RFC 5277：NETCONF Event Notifications 

• RFC 5381：Experience of Implementing NETCONF over SOAP 

• RFC 5539：NETCONF over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TLS) 

• RFC 6241：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tocol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NETCONF配置任务简介 

NETCONF 配置任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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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NETCONF会话 

a. （可选）配置NETCONF会话公共属性 

b. 建立NETCONF over SOAP会话 

c. 建立NETCONF over SSH会话 

d. 建立NETCONF over Telnet或NETCONF over Console会话 

e. 交换能力集 

(2) （可选）获取设备配置信息 

 获取运行配置和运行状态 

 获取可配置的功能的变量值 

 获取NETCONF信息 

 获取YANG文件的内容 

 获取NETCONF会话信息 

(3) （可选）过滤表和列的信息 

 基于表的过滤 

 基于列的过滤 

(4) （可选）配置加锁和解锁 

a. 配置加锁 

b. 配置解锁 

(5) （可选）下发配置 

(6) （可选）配置文件管理 

 保存配置 

 加载配置文件 

 回滚配置 

(7) （可选）下发命令行 

(8) （可选）订阅事件 

 订阅Syslog事件 

 订阅监控事件 

 订阅模块上报事件 

(9) （可选）关闭NETCONF会话 

(10) （可选）退出XML视图 

1.4  建立NETCONF会话 

1.4.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立 NETCONF 会话后，客户端先与设备进行能力集交互，完成能力集的交互后，设备才会处理客

户端发送的其他请求。 

多个用户同时配置设备时，可能会导致用户配置与配置结果不一致，因此，请避免多个用户同时配

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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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同一时间内允许建立的 大会话数可以通过 aaa session-limit 命令配置，关于该命令的

详细描述，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用户数超过上限后，新登录的用户将登录失败。 

1.4.2  配置NETCONF会话公共属性 

1. 功能简介 

NETCONF 支持共用命名空间和专用命名空间，两种类型的命名空间互不兼容。客户端与设备必须

使用相同的命名空间才能建立会话。如果客户端不支持共用命名空间，则需要配置本功能，使设备

和客户端建立会话时使用专用命名空间。 

• 共用命名空间：各模块共用一个命名空间。缺省情况下，设备使用共用命名空间。使用共用

命名空间的报文中，命名空间位于<top>元素中，模块位于<top>元素下，报文示例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bulk>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s> 

            </Ifmgr> 

         </top> 

      </filter> 

   </get-bulk> 

</rpc> 

• 专用命名空间：每个模块单独使用一个命名空间。使用专用命名空间的报文中无<top>元素，

命名空间位于模块名后，报文示例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bulk> 

      <filter type="subtree"> 

            <Ifmgr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s> 

            </Ifmgr> 

      </filter> 

   </get-bulk> 

</rpc>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NETCONF 会话超时时间。 
netconf { agent | soap } idle-timeout min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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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agent 

agent表示如下NETCONF会话类型： 

• NETCONF over SSH 

• NETCONF over Telnet 

• NETCONF over Console 

缺省超时时间为0（不超时） 

soap 

soap表示如下NETCONF会话类型： 

• NETCONF over SOAP over HTTP 

• NETCONF over SOAP over HTTPS 

缺省超时时间为10分钟 

 

(3) 开启 NETCONF 日志功能。 
netconf log source { all | { agent | soap | web } * } { protocol-operation 
{ all | { action | config | get | set | session | syntax | others } * } | 
row-operation | verbose } 

缺省情况下，NETCONF 日志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配置设备使用专用命名空间。 
netconf capability specific-namespace 
缺省情况下，设备使用共用命名空间。 

配置 NETCONF 使用专用命名空间后，需要重新建立 NETCONF 会话，使客户端和设备使用

相同的命名空间。 

1.4.3  建立NETCONF over SOAP会话 

1. 功能简介 

NETCONF 支持封装成 SOAP 报文后通过 HTTP 或 HTTPS 协议传输，即 NETCONF over SOAP 
over HTTP 和 NETCONF over SOAP over HTTPS，使用该功能后，用户可以通过配置工具给设备

下发 NETCONF 指令来实现对设备的访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可以配置在 SOAP 请求的<UserName>中携带认证域信息，该信息仅对当前请求生效。通过

netconf soap domain 命令配置强制认证域后，SOAP 请求中携带的认证域不生效。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ETCONF over SOAP 功能。 

（非 FIPS 模式） 
netconf soap { http | https } enable 
（FIPS 模式） 
netconf soap https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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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NETCONF over SOAP 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设备发送的 SOA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 

（非 FIPS 模式） 
netconf soap { http | https } dscp dscp-value 
（FIPS 模式） 
netconf soap https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设备发送的 SOAP 报文的 DSCP 优先级为 0。 

(4) 配置 NETCONF over SOAP 关联 IPv4 ACL，只有 IPv4 ACL 允许通过的客户端可以与设备建

立 NETCONF over SOAP 会话。 

（非 FIPS 模式） 
netconf soap { http | https }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FIPS 模式） 
netconf soap https acl { ipv4-acl-number | name ipv4-acl-na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ETCONF over SOAP 关联 IPv4 ACL。 

(5) 配置 NETCONF 用户的强制认证域。 
netconf soap domain domain-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NETCONF 用户的强制认证域。 

配置该功能后，所有用户都会使用强制认证域进行认证。关于认证域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

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6) 通过配置工具与设备建立 NETCONF over SOAP 会话。关于配置工具的使用方法，具体参见

配置工具的配置指导。 

1.4.4  建立NETCONF over SSH会话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进入 XML 视图后，用户需要严格按照 NETCONF 报文格式将报文拷贝、粘贴到 XML 视图中，请勿

手工输入 NETCONF 报文。 

在一次 NETCONF 操作完成前，请勿进行其他任何操作（例如粘贴 NETCONF 报文或输入回车），

否则可能导致 NETCONF 配置失败。 

在 XML 视图下进行 NETCONF 配置时，NETCONF 报文 后需要添加“]]>]]>”结束符，否则

设备无法识别。本手册举例中，为方便识别 XML 格式，均未添加该结束符，实际操作中请自行添

加。 

2. 配置准备 

通过命令行建立 NETCONF over SSH 会话前，请先通过 SSH 登录到设备。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 NETCONF over SSH。 
netconf ssh server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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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NETCONF over SSH 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 NETCONF over SSH 的监听端口。 
netconf ssh server port port-number 
缺省情况下，NETCONF over SSH 的监听端口为 830。 

(4) 建立 NETCONF over SSH 会话。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通过配置工具与设备建立 NETCONF over SSH 会话。关于配置工具的使用方法，具体参

见配置工具的配置指导。 

 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建立 NETCONF over SSH 会话。 
quit 
xml 
进入 XML 视图，即表示成功建立 NETCONF over SSH 会话。 

1.4.5  建立NETCONF over Telnet或NETCONF over Console会话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进入 XML 视图后，用户需要严格按照 NETCONF 报文格式将报文拷贝、粘贴到 XML 视图中，请勿

手工输入 NETCONF 报文。 

在一次 NETCONF 操作完成前，请勿进行其他任何操作（例如粘贴 NETCONF 报文或输入回车），

否则可能导致 NETCONF 配置失败。 

在 XML 视图下进行 NETCONF 配置时，NETCONF 报文 后需要添加“]]>]]>”结束符，否则

设备无法识别。本手册举例中，为方便识别 XML 格式，均未添加该结束符，实际操作中请自行添

加。 

2. 配置准备 

建立 NETCONF over Telnet 或 NETCONF over Console 会话前，请先通过 Telnet 或 Console 口登

录到设备。 

3.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下执行本命令，进入 XML 视图。 
xml 
进入 XML 视图，即表示成功建立 NETCONF over Telnet 或 NETCONF over Console 会话。 

1.4.6  交换能力集 

1. 功能简介 

建立 NETCONF 会话后，客户端和设备必须交换各自支持的能力集，双方收到对方的能力集后才可

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2. 设备发送给客户端的报文 

建立 NETCONF 会话后，设备会发送如下报文自动告知客户端支持的 NETCONF 能力集：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capabilities><capability>urn:ietf:param
s:netconf:base:1.1</capability><capability>urn:ietf:params:netconf:writable-running</cap
ability><capability>urn:ietf:params:netconf:capability:notification:1.0</capability><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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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urn:ietf:params:netconf:capability:validate:1.1</capability><capability>urn:ietf
:params:netconf:capability:interleave:1.0</capability><capability>urn:unis:params:netcon
f:capability:unis-netconf-ext:1.0</capability></capabilities><session-id>1</session-id><
/hello>]]>]]> 

<capabilities>和</capabilities>之间的内容表示设备支持的能力集，以具体设备实际情况为准。 

<session-id>和</session-id>之间的内容表示为本次会话分配的会话 ID，用来唯一标识本次会话。 

3. 客户端发送给设备的报文 

客户端收到设备发送的能力集协商报文后，需要给设备发送如下格式的报文，告知设备客户端支持

哪些 NETCONF 能力集。 

Hello 协商报文格式如下：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capability-set 

   </capability> 

 </capabilities> 

</hello> 

属性 说明 

capability-set 
客户端支持的能力集，由用户定义 

一个<capability>和</capability>选项对中只能填写一个能力集，可以使用多个选项

对，配置多个能力集 

 

1.5  获取设备配置信息 

1.5.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执行<get>、<get-bulk>、<get-config>或<get-bulk-config>操作获取设备数据时，如果所获取

数据中包含 NETCONF 不能识别的字符，则 NETCONF 将该字符转换为“?”输出到客户端。 

<get><netconf-state/></get>操作不支持数据过滤。 

关于获取设备配置信息操作的详细规则，请参见《NETCONF XML API 手册》。 

1.5.2  获取运行配置和运行状态 

设备支持通过<get>操作获取设备运行状态和运行配置。 

设备支持通过<get-bulk>操作从指定索引的下一条开始获取 N 条运行状态和运行配置（索引行数据

不返回）。 

<get>操作会返回所有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获取数据效率不高。<get-bulk>允许

用户从固定数据项开始，向后获取指定条目的数据记录。 

<get>和<get-bulk>报文的通用格式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operation>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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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指定模块，子模块，表名，列名 

      </top> 

    </filter> 

  </getoperation> 

</rpc> 

属性 说明 

getoperation 可以为get或者get-bulk 

filter 

用于过滤信息，<filter>中可包括模块名、子模块名、表名和列名： 

• 如果不指定模块（子模块），则表示全部模块（子模块）。指定模块（子模块）

时，则返回数据只包含指定模块（子模块）。 

• 如果模块下不指定表，则表示全部表。指定表时，则返回数据只包含指定表 

• 如果只指定索引列，则返回的数据包括全部的列。如果同时指定索引列之外的

其他列，则返回的数据仅包含索引列和指定的列 

 

• <get-bulk>操作报文中可以携带 count 和 index 属性。 

属性 说明 

index 指定索引。如未指定索引，则以第一条操作为索引 

count 

获取指定数量的运行状态和运行配置信息。count属性遵循如下约定： 

• count 属性的位置在可以从 top 下的节点开始，到表节点为止，即：模块

节点，表节点这几个位置都能放置 count 属性，其他位置的 count 将不

被解释 

• 如果 count 放在模块节点上，则报文中指定的子孙节点（表）中没有 count
的都默认 count 属性的值和模块一致 

• 如果不指定 count，或者数据表中符合条件的数据记录小于 count，则获

取从指定索引开始的所有数据 

 

如下为一个携带了 count 和 index 属性的<get-bulk>操作报文示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xc="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get-bulk>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xmlns:base="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Syslog> 

          <Logs xc:count="5"> 

            <Log> 

              <Index>10</Index> 

           </Log> 

             </Logs> 

        </Syslog> 

      </top>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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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bulk> 

</rpc> 

• 获取接口数据时，如果 IfIndex 元素的值为数字，设备无法识别该值为名称类型还是索引类型。

此时，用户可以使用 valuetype 指定该值的类型。valuetype 取值为： 

属性 说明 

name 值为名称类型 

index 值为索引类型 

auto 
设备先按名称类型进行匹配，如果没有匹配到任何信息，再按照索引类型进

行匹配 

如果不指定valuetype的属性，缺省使用auto 

 

下面以 IfIndex 元素值为 index 类型，值为 1 为例： 
<rpc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operation> 

    <filter>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xmlns:base="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VLAN> 

        <TrunkInterfaces> 

          <Interface> 

            <IfIndex base:valuetype="index">1</IfIndex> 

          </Interface> 

        </TrunkInterfaces> 

       </VLAN> 

      </top> 

    </filter > 

  </getoperation> 

</rpc> 

设备收到配置获取请求报文后会将相应属性的值通过如下报文反馈给客户端： 
<?xml version="1.0"?>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data> 

     全部配置数据和状态数据 

  </data> 

</rpc-reply> 

1.5.3  获取可配置的功能的变量值 

设备支持通过<get-config>和<get-bulk-config>操作获取设备所有可配置的功能的变量值。 

<get-config>和<get-bulk-config>操作报文中可以包含子标签<filter>，用来对要获取的信息进行过滤。 

<get-config>和<get-bulk-config>的通用报文格式为： 
<?xml version="1.0"?>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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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running/> 

    </source> 

    <filter>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指定模块，子模块，表名，列名 

      </top> 

    </filter> 

  </get-config> 

</rpc> 

设备收到配置获取请求报文后会将相应配置通过如下报文反馈给客户端： 
<?xml version="1.0"?>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data> 

    所有指定 filter 内的数据 

  </data> 

</rpc-reply> 

1.5.4  获取NETCONF信息 

<get><netconf-state/></get>报文的通用格式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m-641"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 

<filter type='subtree'> 

<netconf-state xmlns='urn:ietf:params:xml:ns:yang:ietf-netconf-monitoring'> 

             <getType/> 

</netconf-state> 

</filter> 

</get> 

</rpc> 

其中，getType 可以为 capabilities、datastores、schemas、sessions 或者 statistics： 

• 不指定 getType 时，该操作则获取 NETCONF 全部信息。 

• 当指定 getType 时，该操作仅返回相应类型的应答数据。其中，getType 取值为： 

属性 说明 

capabilities 该操作用来获取设备能力集 

datastores 该操作用来获取设备中的数据库 

schemas 该操作用来获取设备中的YANG文件名称列表 

sessions 该操作用来获取设备中的会话信息 

statistics 该操作用来获取NETCONF的统计信息 

 

# 设备收到 NETCONF 信息获取请求报文后，将相应属性的值通过如下报文反馈给客户端： 
<?xml version="1.0"?>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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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全部 NETCONF 全部相关信息 

  </data> 

</rpc-reply> 

1.5.5  获取YANG文件的内容 

YANG 文件中保存了设备支持的 NETCONF 操作，用户通过获取、并分析 YANG 文件的内容，从

而获知设备支持哪些 NETCONF 操作。 

YANG文件集成在设备软件中，命名格式为yang_identifier@yang_version.yang，用户不能

通过dir命令显示YANG文件名，关于如何获取设备上YANG文件名称，详细请参见“1.5.4  获取

NETCONF信息”。 

如下报文要求返回名称为 syslog-data@2017-01-01.yang 的 YANG 文件中的数据：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schema xmlns='urn:ietf:params:xml:ns:yang:ietf-netconf-monitoring'> 

<identifier>syslog-data</identifier> 

<version>2017-01-01</version> 

<format>yang</format> 

</get-schema> 

</rpc> 

设备收到 YANG 文件获取请求报文后，将相应属性的值通过如下报文反馈给客户端： 
<?xml version="1.0"?>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data> 

     指定 YANG 文件的内容 

  </data> 

</rpc-reply> 

1.5.6  获取NETCONF会话信息 

使用该功能用户可以获取当前设备的所有 NETCONF 会话信息。 

获取 NETCONF 会话信息的格式为：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sessions/> 

</rpc> 

设备收到命令行指令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命令行执行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sessions> 

    <Session> 

      <SessionID>用户会话 ID 信息</SessionID> 

      <Line>line 信息</Line> 

      <UserName>用户登录名称</UserName> 

      <Since>用户登录时间</Since> 

      <LockHeld>用户是否持有锁</Lock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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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ssion> 

  </get-sessions> 

</rpc-reply> 

1.5.7  获取运行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获取接口表的一条数据 

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capability> 

  </capabilities> 

</hello> 

# 获取接口表的一条数据。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web="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bulk>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xmlns:web="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Ifmgr> 

          <Interfaces web:count="1"> 

          </Interfaces> 

        </Ifmgr> 

      </top> 

    </filter> 

  </get-bulk> 

</rpc> 

3. 验证配置 

# 如果客户端收到类似如下的报文，则表示操作成功： 
<rpc-reply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web="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message-id="100"> 

  <data>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IfIndex>3</IfIndex> 

            <Name>GigabitEthernet1/0/2</Name> 

            <AbbreviatedName>GE1/0/2</Abbreviated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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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tIndex>3</PortIndex> 

            <ifTypeExt>22</ifTypeExt> 

            <ifType>6</ifType> 

            <Description>GigabitEthernet1/0/2 Interface</Description> 

            <AdminStatus>2</AdminStatus> 

            <OperStatus>2</OperStatus> 

            <ConfigSpeed>0</ConfigSpeed> 

            <ActualSpeed>100000</ActualSpeed> 

            <ConfigDuplex>3</ConfigDuplex> 

            <ActualDuplex>1</ActualDuplex>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data> 

</rpc-reply> 

1.5.8  获取可配置的功能的变量值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获取所有可配置的功能的变量值。 

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 

    </capability> 

  </capabilities> 

</hello> 

# 获取模块所有配置数据。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config> 

    <source> 

      <running/> 

    </source> 

  </get-config> 

</rpc> 

3. 验证配置 

# 如果客户端收到类似如下的报文，则表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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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reply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web="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message-id="100"> 

    <data>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IfIndex>1307</IfIndex> 

                        <Shutdown>1</Shutdown> 

                    </Interface> 

                    <Interface> 

                        <IfIndex>1308</IfIndex> 

                        <Shutdown>1</Shutdown> 

                    </Interface> 

                    <Interface> 

                        <IfIndex>1309</IfIndex> 

                        <Shutdown>1</Shutdown> 

                    </Interface> 

                    <Interface> 

                        <IfIndex>1311</IfIndex> 

                            <VlanType>2</VlanType> 

                    </Interface> 

                    <Interface> 

                        <IfIndex>1313</IfIndex> 

                            <VlanType>2</VlanType>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Syslog> 

                <LogBuffer> 

                    <BufferSize>120</BufferSize> 

                </LogBuffer> 

            </Syslog> 

            <System> 

                <Device> 

                    <SysName>Sysname</SysName> 

                    <TimeZone> 

                        <Zone>+11:44</Zone> 

                        <ZoneName>ABC</ZoneName> 

                    </TimeZone> 

                </Device> 

            </System> 

        </top> 

    </data> 

</rpc-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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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获取Syslog功能的变量值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获取 Syslog 模块的所有配置数据 

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 

    </capability> 

  </capabilities> 

</hello> 

# 获取 Syslog 模块的所有配置数据。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config> 

    <source> 

      <running/> 

    </source>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Syslog/> 

      </top> 

    </filter> 

  </get-config> 

</rpc> 

3. 验证配置 

# 如果客户端收到类似如下的报文，则表示操作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message-id="100"> 

    <data>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Syslog> 

                    <LogBuffer> 

                        <BufferSize>120</BufferSize> 

                    </LogBuffer> 

            </Syslog> 

        </top> 

    </data> 

</rpc-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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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获取NETCONF会话信息配置举例 

1. 配置需求 

获取会话信息。 

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 

    </capability> 

  </capabilities> 

</hello> 

# 获取设备上当前存在的 NETCONF 会话的信息。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sessions/> 

</rpc> 

3. 验证配置 

# 如果客户端收到类似如下的报文，则表示操作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message-id="100"> 

    <get-sessions> 

        <Session> 

            <SessionID>1</SessionID> 

            <Line>vty0</Line> 

            <UserName></UserName> 

            <Since>2017-01-07T00:24:57</Since> 

            <LockHeld>false</LockHeld> 

        </Session> 

    </get-sessions> 

</rpc-reply> 

以上信息表明：目前有一个 NETCONF 连接，SessionID 是 1，登录用户类型 vty0，登录时间是

2011-01-05T00:24:57，此用户不持有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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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过滤表和列的信息 

1.6.1  功能简介 

当用户执行<get>、<get-bulk>、<get-config>或者<get-bulk-config>操作时，在 XML 语言中增加过

滤条件，可以使用户只看到自己关心的数据。数据过滤包括基于表的过滤和基于列的过滤： 

• 基于表的过滤用于过滤表的信息。 

• 基于列的过滤用于过滤单个列的信息。 

1.6.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基于表的过滤需要在基于列的过滤之前配置。 

1.6.3  基于表的过滤 

1. 功能简介 

基于表的过滤中，过滤条件类似命令行，命令空间为 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属性名

为 filter。关于支持该过滤方式表的详细信息，具体请参见模块的 XML API 手册。 

如下要求返回 IPv4 路由表中匹配 IP 地址为 1.1.1.0 和 24 位掩码 长的数据：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unis="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get>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Route> 

         <Ipv4Routes> 

           <RouteEntry unis:filter="IP 1.1.1.0 MaskLen 24 longer"/> 

         </Ipv4Routes> 

        </Route> 

      </top> 

    </filter> 

  </get> 

</rpc>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基于表的过滤时，查询条件必须写在行的属性上。 

1.6.4  基于列的过滤 

1. 功能简介 

基于列的过滤包括严格匹配过滤、正则表达式匹配过滤和条件匹配过滤。 

同时指定多种过滤时，只有一个生效，其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严格匹配过滤、正则表达式匹配

过滤和条件匹配过滤。 

2. 严格匹配过滤 

严格匹配包括两种匹配方式，一种是元素值方式，还有一种是属性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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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 XML 语言中直接指定对应的元素值，设备将对这些值进行严格匹配。如果指定了多个元素

的值，则返回同时符合这几个条件的数据。只有完全匹配条件才返回成功。 

如下为一个 NETCONF 报文示例，用于获取所有状态为 UP 的接口的配置信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AdminStatus>1</AdminStatus>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filter> 

  </get> 

</rpc> 

当用户在行的位置上放置的某个属性的名称和当前表的某个列的名称一致，则这个属性的值将与用

户下发配置中同名称的列的值进行严格匹配，例如，上面例子用属性名方式的等价 XML 请求为：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xmlns:data="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data:AdminStatus="1"/> 

          </Interfaces> 

        </Ifmgr> 

      </top> 

    </filter> 

  </get> 

</rpc> 

以上两个NETCONF报文示例说明通过不同的严格匹配方式都可以获取所有状态为UP的接口的索

引和指定列信息。 

3. 正则表达式匹配过滤 

当过滤条件比较复杂时，可以在指定元素上设置 regExp 属性为一个正则表达式，以完成过滤的目

的。 

支持正则表达式匹配的数据类型有整数、日期和时间、字符串、IPv4 地址、IPv4 掩码、IPv6 地址、

MAC 地址、OID 和时区。 

如下为一个 NETCONF 报文示例，用于获取接口的描述信息，并要求这些描述信息全部为大写字母，

不能有其他字符。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unis="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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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config> 

    <source> 

      <running/> 

    </source>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Description unis:regExp="^[A-Z]*$"/>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filter> 

  </get-config> 

</rpc> 

4. 条件匹配过滤 

由于正则表达仅能够完成字符匹配，对于数值逻辑的判断过滤实现起来比较麻烦，此时，可使用条

件匹配过滤功能。 

条件匹配通过在元素中增加 match 属性完成，属性的值（即过滤条件）可以为数字、字符串。 

表1-2 条件匹配命令 

操作 命令 说明 

大于 match="more:value" 值大于value，支持的数据类型为：日期、数字、字符串 

小于 match="less:value" 值小于value，支持的数据类型为：日期、数字、字符串 

不小于 match="notLess:value" 值不小于value，支持的数据类型为：日期、数字、字符串 

不大于 match="notMore:value" 值不大于value，支持的数据类型为：日期、数字、字符串 

等于 match="equal:value" 值等于value，支持的数据类型为：日期、数字、字符串、OID、
BOOL 

不等于 match="notEqual:value
" 

值不等于value，支持的数据类型为：日期、数字、字符串、OID、
BOOL 

包含 match="include:string
" 包含字符串string，支持的数据类型为：字符串 

不包含 match="exclude:string
" 不能包含字符串string，支持的数据类型为：字符串 

开始于 match="startWith:stri
ng" 以字符串string开头，支持的数据类型为：字符串、OID 

结束于 match="endWith:string
" 以字符串string结束，支持的数据类型为：字符串 

 

如下为一个 NETCONF 报文示例，用于获取实体扩展信息中 CPU 利用率大于 50%的实体。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unis="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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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Device> 

          <ExtPhysicalEntities> 

            <Entity> 

              <CpuUsage unis:match="more:50"></CpuUsage> 

            </Entity> 

          </ExtPhysicalEntities> 

        </Device> 

      </top> 

    </filter> 

  </get> 

</rpc> 

1.6.5  正则表达式过滤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取 Ifmgr 模块下 Interfaces 表下 Description 列包含 Gigabit 的所有数据。 

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 

    </capability> 

  </capabilities> 

</hello> 

# 取 Ifmgr 模块 Interfaces 表下 Description 列包含 Gigabit 的所有数据。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xml version="1.0"?>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unis="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get>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Description unis:regExp="(Gigabit)+"/>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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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filter> 

  </get> 

</rpc> 

3. 验证配置 

# 如果客户端收到类似如下的报文，则表示操作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unis="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message-id="100"> 

    <data>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IfIndex>2681</IfIndex> 

                        <Description>GigabitEthernet1/0/1 Interface</Description> 

                    </Interface> 

                    <Interface> 

                        <IfIndex>2685</IfIndex> 

                        <Description>GigabitEthernet1/0/2 Interface</Description> 

                    </Interface> 

                    <Interface> 

                        <IfIndex>2689</IfIndex> 

                        <Description>GigabitEthernet1/0/3 Interface</Description>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data> 

</rpc-reply> 

1.6.6  条件匹配过滤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取 Ifmgr 模块 Interfaces 表下 ifindex 值大于等于 5000 的 Name 列信息。 

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 

    </capability>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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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 

# 取 Ifmgr 模块 Interfaces 表下 ifindex 值大于等于 5000 的 Name 列信息。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unis="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get>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IfIndex unis:match="notLess:5000"/> 

              <Name/>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filter> 

  </get> 

</rpc> 

3. 验证配置 

# 如果客户端收到类似如下的报文，则表示操作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unis="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message-id="100"> 

    <data>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IfIndex>7241</IfIndex> 

                        <Name>NULL0</Name>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data> 

</rpc-reply> 

1.7  配置加锁和解锁 

1.7.1  功能简介 

设备支持通过 NETCONF、CLI 和 SNMP 等多种方式配置，当用户管理、维护设备或者定位网络问

题时，为防止其他用户修改当前配置、引入干扰，可以使用本特性给当前配置加锁。给当前配置加

锁后，只有持有锁的用户可以修改设备的当前配置，其他用户只能执行读取操作，不能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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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持有锁的用户可以解锁，解锁后其他用户才可以修改设备的当前配置或另外加锁。如果持有锁

的用户的当前连接断开，系统会自动解锁。 

1.7.2  配置限制和指导 

NETCONF 加锁操作将锁定配置数据，即<edit-config>操作中指定的配置数据，其他操作（例如<get>
操作）不受锁的限制。 

目前设备只支持对当前配置加锁，不能对具体的功能模块进行加锁。 

只有持有锁的用户才能解锁，其他用户不能解锁。 

1.7.3  配置加锁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用户即能完成加锁操作：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lock> 

      <target> 

        <running/> 

      </target> 

    </lock> 

  </rpc> 

设备收到加锁报文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加锁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1.7.4  配置解锁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用户即能完成解锁操作：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unlock> 

      <target> 

        <running/> 

      </target> 

    </unlock> 

  </rpc> 

设备收到解锁报文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解锁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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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加锁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给设备加锁，以免其他用户使用 XML 语言修改设备的当前配置。 

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 

    </capability> 

  </capabilities> 

</hello> 

# 对当前配置加锁。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lock> 

      <target> 

        <running/> 

      </target> 

    </lock> 

  </rpc> 

3. 验证配置 

# 如果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则表示加锁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用户加锁成功后，另一客户端发送加锁报文，设备会返回如下报文：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rpc-error> 

  <error-type>protocol</error-type> 

  <error-tag>lock-denied</error-tag> 

  <error-severity>error</error-severity> 

  <error-message xml:lang="en">Lock failed because the NETCONF lock is held by another 
session.</error-message> 

  <error-info> 

    <session-id>1</session-id> 

  </error-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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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pc-error> 

</rpc-reply> 

以上报文表明加锁失败，session-id 是 1 的用户已经持有锁。 

1.8  下发配置 

1.8.1  功能简介 

设备支持通过<edit-config>操作下发配置，该操作支持如下配置选项：merge、create、replace、
remove、delete、缺省操作选项、缺省错误处理选项、测试处理、增量下发，关于这些选项的详细

描述请参见“2 Uniware V7 支持的NETCONF操作”。 

1.8.2  配置步骤 

当需要向设备下发配置时，请使用如下格式的 NETCONF 报文： 
<?xml version="1.0"?>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edit-config> 

    <target><running></running></target> 

<error-option> 

   error-option 

</error-option> 

    <config>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指定模块名，子模块名，列名，表名 

      </top> 

    </config> 

  </edit-config> 

</rpc> 

error-option 为下发配置过程中遇到错误时的处理方式，取值为： 

属性 说明 

stop-on-error 停止下发配置 

continue-on-error 继续下发配置 

rollback-on-error 

回滚到该<edit-config>操作前的配置 

配置回滚时缺省不能下发<edit-config>操作。因为回滚到该<edit-config>操作前的配

置时，如果回滚时间超过客户端等待时间，客户端会认为<edit-config>操作下发失败，

此时客户端将重新下发<edit-config>操作，设备再次触发回滚，如此反复，则会导致

CPU/内存资源耗尽，设备重启 

如需回滚配置的同时执行<edit-config>操作，请先执行<action>操作将
DisableEditConfigWhenRollback的属性修改为false 

 

设备收到 edit-config 请求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设置成功： 
<?xml version="1.0">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1-28 

</rpc-reply> 

用户还可以通过<get>操作可以查看属性的当前值是否和 edit-config 操作设置的值一致。 

1.8.3  下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修改 syslog 模块中的日志缓冲区可存储的信息条数为 512。 

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capability> 

  </capabilities> 

</hello> 

# 把 Syslog 模块 LogBuffer 表中的 BufferSize 列，改成 512。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web="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edit-config> 

    <target> 

      <running/> 

    </target> 

    <config>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web:operation="merge"> 

        <Syslog> 

          <LogBuffer> 

            <BufferSize>512</BufferSize> 

          </LogBuffer> 

        </Syslog> 

      </top> 

    </config> 

  </edit-config> 

</rpc> 

3. 验证配置 

# 如果客户端收到类似如下的报文，则表示操作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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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保存配置 

1.9.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执行保存配置操作将当前配置保存到配置文件中，同时该文件将自动作为下次启动配置文

件。 

1.9.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保存配置操作消耗系统资源较多，因此，请避免在系统资源占用较大的情况下执行这些操作。 

1.9.3  配置步骤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save OverWrite="false"> 

    <file>配置文件的名称</file> 

  </save> 

</rpc> 

属性 说明 

file 

文本配置文件的名称，该名称必须以存储介质的名称开头，后缀为.cfg。当报文中存在file属
性时，必须输入文本配置文件的名称，不能为空 

设备会将当前配置同时保存到文本配置文件（后缀为“.cfg”）和对应的二进制配置文件（后

缀为“.mdb”，仅软件能解析） 

• 如果 file 属性指定的文件不存在，则自动创建该文本配置文件和对应的二进制配置文件

• 未指定 file 属性时，设备自动将当前配置保存到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包括文本配置文件

和对应的二进制配置文件） 

OverWrite 

指定的配置文件名与原有配置文件名相同时，是否覆盖原配置文件。取值为： 

• true：当指定的配置文件名与原有配置文件名相同时，覆盖原配置文件 

• false：当指定的配置文件名与原有配置文件名相同时，当前配置保存失败，同时返回

错误提示信息 

缺省情况下，OverWrite属性取值为true 

 

设备收到配置保存请求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保存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1.9.4  保存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将设备的当前配置保存到配置文件 my_config.c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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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 

    </capability> 

  </capabilities> 

</hello> 

# 将设备的当前配置保存到配置文件 config.cfg。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save> 

    <file>config.cfg</file> 

  </save> 

</rpc> 

3. 验证配置 

# 如果客户端收到类似如下的报文，则表示操作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1.10  加载配置文件 

1.10.1  功能简介 

用户可以执行<load>操作，将指定配置文件中的配置会被合并到设备的当前配置中。 

设备将配置文件中的配置中的配置与当前配置进行比较： 

• 对于配置文件中有，但当前配置中没有的配置，则直接运行。 

• 对于配置文件与当前配置中不一致的配置，则用配置文件中的配置替换当前配置中的对应配

置。 

1.10.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加载配置文件操作消耗系统资源较多，因此，请避免在系统资源占用较大的情况下执行这些操作。 

如果只有删除设备中现有的配置才能使配置文件中的某些配置生效，则需要先删除当前配置后再加

载配置文件，否则这些配置无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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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配置步骤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用户即可将配置文件中的配置追加到当前配置中：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load> 

   <file>配置文件的名称</file> 

  </load> 

</rpc> 

其中，“配置文件的名称”必须以存储介质的名称开头，后缀为.cfg。 

设备收到配置加载请求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配置加载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1.11  回滚配置 

1.11.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回滚配置操作消耗系统资源较多，因此，请避免在系统资源占用较大的情况下执行这些操作。 

缺省情况下，通过 NETCONF 回滚配置时，不能执行<edit-config>操作。如果需要在回滚配置的同

时执行<edit-config>操作，请先执行<action>操作，将 DisableEditConfigWhenRollback 的

属性修改为 false。 

1.11.2  回滚配置文件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用户即可将设备的当前配置恢复到指定配置文件中的配置：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rollback> 

    <file>配置文件的名称</file> 

  </rollback> 

</rpc> 

设备收到配置回滚请求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配置回滚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1.11.3  回滚运行配置 

1. 功能简介 

设备支持对当前正在运行的配置进行回滚，配置回滚点后，设备可以在如下场景下进行配置回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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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CONF 客户端主动下发配置回滚指令。 

• NETCONF 客户端在指定的时间内无任何指令，即 NETCONF 会话空闲时间超过配置的回滚

空闲超时时间。 

• NETCONF 客户端和设备间的连接异常断开。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存在多个 NETCONF 会话同时配置设备，建议回滚配置前先用<lock>锁定系统，否则可能导致

设备运行配置与回滚前配置不一致。 

3. 配置步骤 

(1) 对当前系统加锁，具体请参见“1.7  配置加锁和解锁”。 

(2) 启动配置回滚功能，下发<save-point>/<begin>操作配置起始回滚点。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save-point> 
        <begin> 
          <confirm-timeout>100</confirm-timeout> 
       </begin> 
      </save-point> 
</rpc> 

属性 说明 

confirm-timeout 回滚空闲超时时间，取值范围为1～65535，单位为秒，缺省值为600。该属性

为可选 

 

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配置起始回滚点成功：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data> 

    <save-point> 

       <commit> 

          <commit-id>1</commit-id> 

       </commit> 

    </save-point> 

  </data> 
</rpc-reply> 

(3) 下发<edit-config>操作，对设备各功能进行配置。 

(4) 下发<save-point>/<commit>操作配置回滚点。 

配置<save-point>操作后，系统支持对 近 50 个回滚点的配置回滚。超过 50 个回滚点后，进

行<commit>操作时需指定 force 属性强制覆盖 早的回滚点。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save-point> 
    <commit> 
      <label>SUPPORT VLAN<label> 

      <comment>vlan 1 to 100 and interfaces. Each vlan used for different custom as 
fllows: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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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 
  </save-point> 
</rpc> 

<label/>和<comment/>为可选。 

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确认成功：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data> 

    <save-point> 

       <commit> 

          <commit-id>2</commit-id> 

       </commit> 

    </save-point> 

  </data> 
</rpc-reply> 

(5) 下发<save-point>/<get-commits>操作获取<commit>的操作记录。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save-point> 
    <get-commits> 

<commit-id/> 

<commit-index/> 

<commit-label/> 
    </get-commits> 
  </save-point> 
</rpc> 

<commit-id>，<commit-index>，<commit-label>任选一个，也可以都不选，显示所有的

commit 记录。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save-point> 
    <get-commits> 

      <commit-label>SUPPORT VLAN</commit-label> 

</get-commits> 
  </save-point> 
</rpc> 

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返回对应的 commit 操作记录：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data> 

      <save-point> 

         <commit-information> 

           <CommitID>2</CommitID> 

           <TimeStamp>Sun Jan 1 11:30:28 2017</TimeStamp> 

           <UserName>test</UserName> 

           <Label>SUPPORT VLAN</Label> 

         </commit-information> 

    </save-point> 

  </data> 
</rpc-reply> 

(6) 下发<save-point>/<get-commit-information>操作获取对应的 commit 操作时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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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save-point> 
    <get-commit-information> 

       <commit-information> 

<commit-id/> 

<commit-index/> 

<commit-label/> 

</commit-information> 

<compare-information> 

<commit-id/> 

<commit-index/> 

<commit-label/> 

</compare-information 

    </get-commit-information> 
  </save-point> 
</rpc> 

<commit-id/>，<commit-index/>，<commit-label/>任选一个。<compare-information/>可
选。 

属性 说明 

commit-id 系统唯一标识的commit编号 

commit-index 近50次的commit，0表示 近一次下发commit，49表示 远一次commit

commit-label 回滚点的标签，不同回滚点的标签不能相同 

get-commit-information 显示 近的使用的commit配置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save-point> 
    <get-commit-information> 

               <commit-information> 

                  <commit-label>SUPPORT VLAN</commit-label> 

               </commit-information> 

    </get-commit-information> 
  </save-point> 
</rpc> 

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显示对应的配置信息：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data> 

     <save-point> 

        <commit-information> 

           <content> 

              … 

interface vlan 1 

… 

           </content> 

</commit-information> 

     </save-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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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rpc-reply> 

(7) 下发<save-point>/<rollback>进行回滚配置操作。用户可选择对应的回滚点进行配置回滚，或

者等待 NETCONF 会话空闲时间超过配置的回滚空闲超时时间而自动进行配置回滚到 近回

滚点的配置。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save-point> 
    <rollback> 

<commit-id/> 

<commit-index/> 

<commit-label/> 
    </rollback> 
  </save-point> 
</rpc> 

<commit-id/>、<commit-index/>、<commit-label/>任选一个，或者不选时回滚此前 近

commit 的配置。 

属性 说明 

commit-id 系统唯一标识的commit编号 

commit-index 近50次的commit，0表示 近一次下发commit，49表示 远一次commit 

commit-label 回滚点的标签，不同回滚点的标签不能相同 

 

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主动下发配置回滚成功：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ok> 

</rpc-reply> 

(8) 下发<save-point>/<end>结束配置回滚或取消回滚配置。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save-point> 
    <end/> 

  </save-point> 
</rpc>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save-point> 
    <end/> 

</save-point> 
</rpc> 

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返回对应的 end 结果成功。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9) 对当前系统解锁，具体请参见“1.7  配置加锁和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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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下发命令行 

1.12.1  功能简介 

通过 NETCONF 功能，用户可以将命令行封装在 XML 报文中对设备进行操作。 

1.12.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通过 NETCONF 下发命令行操作消耗系统资源较多，因此，请避免一次下发多个命令行、或多个用

户同时进行 NETCONF 下发命令行操作。 

1.12.3  命令行操作 

当需要给设备发送命令时，请使用格式如下的 NETCONF 报文：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LI> 

    <Execution> 

          命令行 

    </Execution> 

  </CLI> 

</rpc> 

一对<Execution>子标签中可以包含多个命令行，一条命令输入完毕，换行，再输入下一条命令即

可。 

设备收到命令行指令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命令行执行成功（注意命令

响应被 CDATA 节点包含）：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LI> 

    <Execution> 

      <![CDATA[对应命令行响应]]> 

    </Execution> 

  </CLI> 

</rpc-reply> 

1.12.4  命令行操作配置举例 

1. 配置需求 

向设备发送显示 VLAN 相关信息的命令。 

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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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 

    </capability> 

  </capabilities> 

</hello> 

# 向设备发送显示 VLAN 相关信息的命令。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LI> 

    <Execution> 

          display vlan 

    </Execution> 

  </CLI> 

</rpc> 

3. 验证配置 

# 如果客户端收到类似如下的报文，则表示操作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LI> 

    <Execution><![CDATA[ 

<Sysname>display vlan 

 Total VLANs: 1                                                                  

 The VLANs include:                                                              

 1(default) 

   ]]> 

   </Execution> 

  </CLI> 

</rpc-reply> 

1.13  订阅事件 

1.13.1  功能简介 

用户向设备订阅事件后，设备上发生用户订阅的事件时，设备会自动向订阅的客户端发送事件的日

志。 

1.13.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订阅只对当前连接生效。如果连接断开，订阅会自动取消。 

如果不配置订阅的事件流<stream></stream>，则缺省订阅 Syslog 事件。 

1.13.3  订阅Syslog事件 

事件订阅报文格式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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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reate-subscription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notification:1.0"> 

    <stream>NETCONF</stream> 

      <filter> 

        <event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event:1.0"> 

          <Code>code</Code> 

            <Group>group</Group> 

              <Severity>severity</Severity> 

        </event> 

      </filter> 

      <startTime>start-time</startTime> 

      <stopTime>stop-time</stopTime> 

   </create-subscription> 

</rpc> 

属性 说明 

stream 订阅的事件流，Syslog事件流的名称为NETCONF 

event 订阅的事件，此处可订阅的事件为系统支持的日志。具体可以订阅哪些模块的事件，

请参见《日志信息参考手册》 

code 日志信息中的助记符 

group 日志信息中的模块名 

severity 日志信息中的安全级别 

start-time 订阅的开始时间 

stop-time 订阅的结束时间 

 

设备收到订阅报文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订阅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netconf="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 

当订阅出错时设备会返回错误信息，例如：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rpc-error> 

   <error-type>error-type</error-type> 

   <error-tag>error-tag</error-tag> 

   <error-severity>error-severity</error-severity> 

   <error-message xml:lang="en">error-message</error-message> 

</rpc-error> 

</rpc-reply> 

错误报文的详细定义请参见 RFC 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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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订阅监控事件 

配置该功能后，NETCONF 每隔指定时间获取一次所订阅事件，并将符合订阅条件的信息发送给用

户。 

事件订阅报文格式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reate-subscription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notification:1.0'> 

  <stream>NETCONF_MONITOR_EXTENSION</stream> 

  <filter> 

    <NetconfMonitor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monitor:1.0'> 

      <XPath>XPath</XPath> 

      <Interval>interval</Interval> 

      <ColumnConditions> 

        <ColumnCondition> 

          <ColumnName>ColumnName</ColumnName> 

          <ColumnValue>ColumnValue</ColumnValue> 

          <ColumnCondition>ColumnCondition</ColumnCondition> 

        </ColumnCondition> 

      </ColumnConditions> 

      <MustIncludeResultColumns> 

        <ColumnName>columnName</ColumnName> 

      </MustIncludeResultColumns> 

    </NetconfMonitor> 

</filter> 

<startTime>start-time</startTime> 

<stopTime>stop-time</stopTime> 

</create-subscription> 

</rpc> 

属性 说明 

stream 订阅的事件流，监控事件流的名称为NETCONF_MONITOR_EXTENSION 

NetconfMonitor 监控事件的过滤信息 

XPath 监控事件的路径，格式为：模块名[/子模块名]/表名 

interval 监控的时间间隔，取值范围为1～4294967，缺省值为300，单位为秒，即每隔300秒
获取一次符合订阅条件的信息 

ColumnName 监控列的名称，格式为：[组名称.]列名称 

ColumnValue 监控列的过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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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ColumnCondition 

监控列的过滤条件： 

• more：大于 
• less：小于 
• notLess：不小于 
• notMore：不大于 
• equal：等于 
• notEqual：不等于 
• include：包含 
• exclude：不包含 
• startWith：开始于 
• endWith：结束于 

请根据监控列的过滤值的类型填写过滤条件 

start-time 订阅的开始时间 

stop-time 订阅的结束时间 

 

设备收到订阅报文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订阅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netconf="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1.13.5  订阅模块上报事件 

配置该功能后，所订阅模块发生用户所订阅事件时，将主动上报 NETCONF，NETCONF 将这样信

息发送给用户。 

事件订阅报文格式如下：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xs="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create-subscription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notification:1.0"> 

<stream>XXX_STREAM</stream> 

   <filter type="subtree"> 

<event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event:1.0/xxx-features-list-name:1.0"> 

       <ColumnName xs:condition="Condition">value</ColumnName> 

</event> 

</filter> 

<startTime>start-time</startTime> 

<stopTime>stop-time</stopTime> 

</create-subscription> 

</rpc> 

属性 说明 

stream 订阅的事件流，请根据设备实际支持情况填写模块上报事件流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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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说明 

event 订阅的事件的名称，一个事件流中包括多个事件，请根据事件流下的事件填写，命名

空间为事件流的命名空间 

ColumnName 当前事件下需要过滤的列的名称 

Condition 

事件列的过滤条件： 

• more：大于 
• less：小于 
• notLess：不小于 
• notMore：不大于 
• equal：等于 
• notEqual：不等于 
• include：包含 
• exclude：不包含 
• startWith：开始于 
• endWith：结束于 

请根据事件列的过滤值的类型填写过滤条件 

value 当前事件下需要过滤的列的值 

start-time 订阅的开始时间 

stop-time 订阅的结束时间 

 

设备收到订阅报文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订阅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netconf="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1.13.6  订阅事件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客户端订阅没有时间限制的全部事件。订阅后在断开连接之前，设备发生的所有事件都会发送给客

户端。 

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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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abilities> 

</hello> 

# 订阅全部事件，不限制订阅时间。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reate-subscription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notification:1.0"> 

    <stream>NETCONF</stream> 

  </create-subscription> 

</rpc> 

3. 验证配置 

# 如果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则表示订阅成功：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message-id="100"> 

    <ok/> 

</rpc-reply> 

当用户（IP 地址为 192.168.100.130）登录设备时，设备会发送如下报文来通知订阅客户端：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notification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notification:1.0"> 

    <eventTime>2011-01-04T12:30:52</eventTime> 

    <event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event:1.0"> 

        <Group>SHELL</Group> 

        <Code>SHELL_LOGIN</Code> 

        <Slot>1</Slot> 

        <Severity>Notification</Severity> 

        <context>VTY logged in from 192.168.100.130.</context> 

    </event> 

</notification> 

1.14  关闭NETCONF会话 

1.14.1  功能简介 

NETCONF 支持用户关闭除自己外的 NETCONF 会话，被关闭会话的用户退回到用户视图。 

1.14.2  Kill-session操作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用户即能关闭指定的会话：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kill-session> 

    <session-id> 

        指定 session-ID 

    </session-id> 

  </kill-session> 

</rpc> 

设备收到会话关闭请求后会回应客户端，当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时，表示指定会话已经被关闭：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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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1.14.3  Kill-session操作配置举例 

1. 配置需求 

当前有两个 NETCONF 登录用户，session ID 分别是 1 和 2，session ID 为 1 的用户要关闭 session 
ID 为 2 用户的会话。 

2. 配置步骤 

# 进入 XML 视图。 
<Sysname> xml 

# 进行能力交换。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hello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apabilities> 

    <capability> 

            urn:ietf:params:netconf:base:1.0 

    </capability> 

  </capabilities> 

</hello> 

# 关闭 session ID 为 2 的用户会话。 

请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kill-session> 

    <session-id>2</session-id> 

  </kill-session> 

</rpc> 

3. 验证配置 

如果客户端收到如下报文，则表明 session ID 为 2 的 NETCONF 会话已经被关闭。建立该会话的

用户会从 XML 视图退回到用户视图。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1.15  退出XML视图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进入 XML 视图后，必须先完成能力交换，再执行退出 XML 视图操作。 

2. 配置步骤 

处于 XML 视图的用户退回到用户视图时，需要将以下报文拷贝、粘贴到客户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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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session/> 

</rpc> 

设备收到以上请求后会返回如下报文并退回到用户视图：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pc-reply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ok/> 

</rpc-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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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iware V7 支持的NETCONF操作 
Uniware V7 平台对 NETCONF 标准协议做了一些修订，删除了不常用的操作，增加部分新的操作 

2.1.1  action 

【使用指导】 

下发可配置的功能的动作，例如 reset 操作。 

【XML 格式样例】 

清除全部接口的统计信息，XML 请求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action>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action:1.0"> 

      <Ifmgr> 

            <ClearAllIfStatistics> 

                <Clear> 

                </Clear> 

        </ClearAllIfStatistics> 

      </Ifmgr> 

    </top> 

  </action> 

</rpc> 

2.1.2  CLI 

【使用指导】 

执行命令行的命令。 

请求消息将命令行语句封装在<CLI>标签中，命令行输出信息被封装在<CLI>标签中返回。 

CLI 支持 Execution 和 Configuration 方式执行命令行： 

• Execution：在用户视图下执行命令行。 

• Configuration：在系统视图下执行命令行。使用该方式时需要指定 exec-use-channel 的属

性： 

 false：不使用 channel 方式执行命令行。 

 true：使用临时 channel 执行命令行，执行完成后，自动关闭该 channel。 

 persist：使用保留 channel 执行命令行。使用该方式时，则需要执行 Open-channel 操作

打开当前对话的 channel；使用完成后，执行 Close-channel 关闭 Channel。 

• 对于其他视图下命令，则需要在 Configuration 下先指定进入子视图的命令，再指定配置命

令。 

一个 NETCONF 会话只能打开一个保留 channel，可以打开多个临时 channel。 

如果没有执行 Open-channel 操作，则系统将自动打开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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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执行关闭保留 channel 操作，再次使用保留 channel 时，系统在上次 后执行的命令行所

在视图再次执行命令行。 

不支持执行交互式命令。 

使用 channel 方式执行命令行时，不支持执行 quit 命令退出用户视图。 

【XML 格式样例】 

在系统视图下不使用 channel 方式执行 display this 命令：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LI> 

     <Configuration exec-use-channel="false">display this</Configuration> 

  </CLI> 

</rpc> 

2.1.3  close-session 

【使用指导】 

关闭当前 NETCONF 会话，并释放锁和这个 session 用到的内部资源（如内存等），退出 XML 视图。 

【XML 格式样例】 

关闭当前 NETCONF 会话，并释放锁和这个 session 用到的内部资源（如内存等），退出 XML 视图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close-session/> 

</rpc> 

2.1.4  edit-config: create 

【使用指导】 

创建配置。 

create 操作必须指定配置对象。 

• 如果当前配置表支持创建对象，且当前对象不存在，则先创建配置对象，再创建指定的配置。 

• 如果配置对象下对应的配置项已经存在，则返回 data-exist 错误。 

【XML 格式样例】 

将 BufferSize 设置为 120 的 xml 请求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xc="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edit-config> 

    <target> 

      <running/> 

    </target> 

    <config>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Syslog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xc:operation="create"> 

           <LogBuffer> 

             <BufferSize>120</BufferSize> 

          </LogBuffer> 

        </Sys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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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config> 

  </edit-config> 

</rpc> 

2.1.5  edit-config: delete 

【使用指导】 

删除配置。 

• 当指定的删除对象中只有表索引时，则删除此配置指定对象的所有配置，同时删除指定对象。 

• 当指定的删除对象中不仅仅有表索引还存在配置项时，则删除此对象下面的指定配置。 

• 如果系统中指定对象不存在，则直接返回不存在的错误消息。 

【XML 格式样例】 

同 edit-config: create，把 create 修改为 delete 即可。 

2.1.6  edit-config: merge 

【使用指导】 

在当前运行配置的基础上直接运行指定配置。 

merge 操作的 XML 数据格式和 create 类似，只是 operation 属性需要指定为“merge”。 

merge 操作必须指定具体的操作对象（行）： 

• 如果指定的对象存在，则直接配置该对象。 

• 如果指定的对象不存在，但允许创建，则先创建再配置该对象。 

• 如果指定的对象不存在且不允许创建，则返回 merge 失败。 

【XML 格式样例】 

同 edit-config: create，把 create 修改为 merge 即可。 

2.1.7  edit-config: remove 

【使用指导】 

删除配置。 

• 当指定的删除对象中只有表索引时，则删除此配置指定对象的所有配置，同时删除指定对象。 

• 当指定的删除对象中不仅仅有表索引还存在配置项时，则删除此对象下面的指定配置。 

• 如果系统中指定对象不存在，或者 XML 消息未指定对象，则直接返回成功。 

【XML 格式样例】 

同 edit-config: create，把 create 修改为 remove 即可。 

2.1.8  edit-config: replace 

【使用指导】 

替换配置。 

• 如果指定的对象存在，则替换指定对象的配置为当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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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指定的对象不存在，但允许创建，则先创建再配置该对象为当前配置。 

• 如果指定对象不存在且不允许创建，则不进行 replace操作，返回 invalid-value错误，提示用

户配置对象不存在。 

【XML 格式样例】 

同 edit-config: create，把 create 修改为 replace 即可。 

2.1.9  edit-config测试处理选项 

【使用指导】 

执行 edit-config 操作时，可指定一个测试选项，使用<test-option>节点来决定当前配置是否下发。 

该节点的缺省值为 test-then-set，全部取值为： 

• test-then-set：如果没有错误则将配置设置到系统。 

• set：将配置设置到系统。 

• test-only：只测试，并不下发配置到系统。语法检查通过，就返回 ok 成功，否则失败。 

【XML 格式样例】 

下发一个接口的配置，仅测试，XML 请求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edit-config> 

    <target> 

      <running/> 

    </target> 

    <test-option>test-only</test-option> 

    <config xmlns:xc="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Ifmgr xc:operation="merge"> 

          <Interfaces> 

            <Interface> 

              <IfIndex>262</IfIndex> 

              <Description>222</Description> 

                <ConfigSpeed>2</ConfigSpeed> 

                <ConfigDuplex>1</ConfigDuplex>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config> 

  </edit-config> 

</rpc> 

2.1.10  edit-config缺省操作选项 

【使用指导】 

edit-config 操作用于修改当前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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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CONF 定制了 merge、create、delete 和 replace 等修改配置的方式。当 XML 消息中未指定修

改配置方式时，则使用缺省操作作为当前指令的操作方式，不会修改缺省操作的缺省值。 

缺省操作的缺省值为 merge，可以在 XML 消息中通过<default-operation>节点设置，取值为： 

• merge：当配置方式和缺省操作方式均未指定时，使用该方式。 

• replace：当配置方式未指定，缺省操作指定为 replace 时，edit-config 操作缺省为 replace 操

作。 

• none：当配置方式未指定，缺省操作指定为 none 的时候，edit-config 操作缺省为 none 操作。

none 操作主要用来检查，下发为 none 操作的配置仅仅做 Schema 校验，不进行真正的配置

下发。语法检查通过，返回 ok 成功，否则失败。 

【XML 格式样例】 

下发一个空的操作，该操作仅仅验证格式，并不真正下发给系统，xml 请求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edit-config> 

    <target> 

      <running/> 

    </target> 

    <default-operation>none</default-operation> 

    <config xmlns:xc="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IfIndex>262</IfIndex> 

              <Description>222222</Description>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config> 

  </edit-config> 

</rpc> 

2.1.11  edit-config缺省错误处理选项 

【使用指导】 

edit-config 将指定的配置设置到系统上，完成配置设置的操作。 

在执行 edit-config 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个实例配置出错，缺省情况下会直接返回错误，并提供错

误选项，通过错误选项取值的不同，在发生错误的时候进行不同的处理操作。 

<error-option>节点用于设置一个实例配置出错后，后续实例配置的处理方式，缺省值为

stop-on-error，全部取值为： 

• stop-on-error：停止处理，返回错误。此选项为缺省选项。 

• continue-on-error：继续处理，但是报告错误。 

• rollback-on-error：停止并回滚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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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格式样例】 

下发两个接口的配置，当下发第一个接口的配置发生错误时，继续进行下一个接口配置的下发，XML
请求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edit-config> 

    <target> 

      <running/> 

    </target>   <error-option>continue-on-error</error-option> 

    <config xmlns:xc="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Ifmgr xc:operation="merge"> 

          <Interfaces> 

            <Interface> 

              <IfIndex>262</IfIndex> 

              <Description>222</Description> 

                <ConfigSpeed>1024</ConfigSpeed> 

                <ConfigDuplex>1</ConfigDuplex> 

            </Interface> 

            <Interface> 

              <IfIndex>263</IfIndex> 

              <Description>333</Description> 

                <ConfigSpeed>1024</ConfigSpeed> 

                <ConfigDuplex>1</ConfigDuplex>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config> 

  </edit-config> 

</rpc> 

2.1.12  edit-config增量下发 

【使用指导】 

增量下发选项 incremental 放置在列上，对于类似 vlan permitlist 列表集合性质的列，可能支持增量

下发，用户请求 XML 中有增量下发选项时， 终执行结果不影响本列原有的数据。 

增量下发只支持 edit-config，但不支持 edit-config 中的 replace。 

关于支持增量下发的模块，请参见模块对应的 NETCONF XML API。 

【XML 格式样例】 

下发一个接口的 VLAN 配置，使用增量下发，262 接口原有 untagvlanlist 为 12～15，下发后为 1～
10，12～15。XML 请求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unis="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edit-config> 

    <target>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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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   

    <config xmlns:xc="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VLAN xc:operation="merge"> 

          <HybridInterfaces> 

            <Interface> 

              <IfIndex>262</IfIndex> 

              <UntaggedVlanList  unis: incremental="true">1-10</UntaggedVlanList> 

               </Interface> 

          </HybridInterfaces> 

        </VLAN> 

      </top> 

    </config> 

  </edit-config> 

</rpc> 

2.1.13  get 

【使用指导】 

获取设备运行状态和运行配置。 

【XML 格式样例】 

获取 Syslog 模块的全部数据的 XML 请求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xc="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get>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Syslog> 

        </Syslog> 

      </top> 

    </filter> 

  </get> 

</rpc> 

2.1.14  get-bulk 

【使用指导】 

从指定索引的下一条开始获取 N 条运行状态和运行配置（索引行数据不返回）。 

用户通过 index 属性指定索引，通过 count 属性指定 N。如未指定索引，则以第一条为索引；如未

指定 N，或者数据表中符合条件的数据记录不足 N 条，则返回表中所有剩下的数据条目。 

get 操作会返回所有符合条件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效率问题。get-bulk 允许用户从固定数据

项开始，向后获取指定条目的数据记录。 

【XML 格式样例】 

获取全部接口的数据的 xml 请求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bu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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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data:1.0"> 

        <Ifmgr> 

          <Interfaces xc:count="5" xmlns:xc="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filter> 

  </get-bulk> 

</rpc> 

2.1.15  get-bulk-config 

【使用指导】 

从指定索引的下一条批量获取可配置的功能的变量值。 

配置限制与 get-bulk 操作相同。 

【XML 格式样例】 

获取全部接口配置信息的 xml 请求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bulk-config> 

    <source> 

      <running/> 

    </source> 

    <filter type="subtree">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Ifmgr> 

        </Ifmgr> 

      </top> 

    </filter> 

  </get-bulk-config> 

</rpc> 

2.1.16  get-config 

【使用指导】 

获取可配置的功能的变量值。如果对应功能未配置，则返回一个空的<data>。 

【XML 格式样例】 

获取接口表内所有配置的 XML 请求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xmlns:xc="http://www.unis.cn/netconf/base:1.0"> 

  <get-config> 

    <source> 

      <running/> 

    </source> 

    <filter type="sub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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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xmlns="http://www.unis.cn/netconf/config:1.0"> 

        <Ifmgr> 

           <Interfaces> 

              <Interface/> 

            </Interfaces> 

        </Ifmgr> 

      </top> 

    </filter> 

  </get-config> 

</rpc> 

2.1.17  get-sessions 

【使用指导】 

获取当前系统中所有 NETCONF 会话的信息（不能指定 sessions-ID）。 

【XML 格式样例】 

获取当前系统中所有 NETCONF 会话的信息：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get-sessions/> 

</rpc> 

2.1.18  kill-session 

【使用指导】 

关闭其他 NETCONF 会话。 

该操作不支持关闭用户自己的 NETCONF 会话。 

【XML 格式样例】 

关闭 session-id 为 1 的 NETCONF 会话：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kill-session> 

    <session-id>1</session-id> 

  </kill-session> 

</rpc> 

2.1.19  load 

【使用指导】 

加载配置。 

执行该操作后，指定配置文件中的配置被合并到当前运行配置中。 

【XML 格式样例】 

将文件 a1.cfg 中的配置合并到设备的当前配置中：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load> 

    <file>a1.cfg</file>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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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 

2.1.20  lock 

【使用指导】 

NETCONF 加锁操作将锁定配置数据，即<edit-config>操作中指定配置数据，其他操作（例如<get>
操作）不受锁的限制。 

用户通过 NETCONF 加锁操作锁定 NETCONF 连接后，其他用户既不能使用 NETCONF 执行下发

配置操作，也不能通过 CLI 或 SNMP 等其他配置方式对设备进行配置。 

【XML 格式样例】 

禁止 NETCONF 会话修改设备的当前配置，XML 请求如下：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lock> 

    <target> 

        <running/> 

    </target> 

</lock> 

</rpc> 

2.1.21  rollback 

【使用指导】 

回滚配置。 

该操作必须使用子元素<file>指定需要回滚的配置文件的名称。 

执行该操作后，当前运行配置回滚为指定配置文件中的配置。 

【XML 格式样例】 

将设备当前配置回退到文件 1A.cfg 中配置的状态：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rollback> 

    <file>1A.cfg</file> 

  </rollback> 

</rpc> 

2.1.22  save 

【使用指导】 

保存运行配置。 

该操作可以使用子元素<file>来指定保存的配置文件名称。当 save 操作中不存在子元素<file>列时，

则设备会自动将当前运行配置保存到主用下次启动配置文件中。 

OverWrite 属性用来判断当指定的配置文件名存在时，当前配置是否覆盖原配置文件并保存成功。 

【XML 格式样例】 

将设备当前配置保存到文件 test.cfg 中：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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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 OverWrite="false"> 

    <file>test.cfg</file> 

  </save> 

</rpc> 

2.1.23  unlock 

【使用指导】 

解锁。 

当会话结束时锁也会被自动释放。 

【XML 格式样例】 

取消锁保护，允许 NETCONF 会话修改设备的当前配置： 
<rpc message-id="100" xmlns="urn:ietf:params:xml:ns:netconf:base:1.0"> 

<unlock> 

    <target> 

        <running/> 

    </target> 

</unlock> 

</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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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WMP 
1.1  CWMP简介 

CWMP（CPE WAN Management Protocol，CPE 广域网管理协议），又称为 TR-069 协议，是由

DSL（Digital Subscriber Line，数字用户线路）论坛发起开发的远程网络设备管理协议。CWMP 协

议可通过服务器对数量众多、分布较广的设备进行远程自动部署、配置和管理，可用于包括以太网

在内的不同网络中。 

1.1.1  CWMP网络框架 

CWMP网络的基本框架如 图 1-1 所示： 

图1-1 CWMP 网络基本框架示意图 

 
 

CWMP 网络元素主要有： 

• ACS：自动配置服务器，网络中的管理设备。 

• CPE：用户端设备，网络中的被管理设备。 

• DNS server：域名服务器。CWMP 协议规定 ACS 和 CPE 使用 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统一资源定位符）地址来互相识别和访问，DNS 用于帮助解析 URL 参数。 

• DHCP server：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服务器。用来为 CPE 分配 IP 地址，并下发 ACS 相关信息。

该网络元素可以根据实际网络需要选择部署，一般用于设备第一次上电接入 CWMP 环境。 

在 CWMP 网络框架中，设备作为 CPE 设备。 

1.1.2  CWMP基本功能 

1. 通过ACS向CPE自动下发配置文件 

为了便于对提供相同业务功能的新设备进行快速配置，网络管理员可以在 ACS 上创建针对该类设

备的配置文件。当 CPE 设备与 ACS 建立连接后，ACS 可以判断 CPE 设备所属类别，并将对应该

DNS server

CPE

ACSDHCP server

CPE CPE

IP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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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设备的配置文件下发给 CPE 设备，从而可以使相同类型的大量 CPE 设备获得相同的业务配置。

目前 ACS 可以通过产品型号和序列号等将 CPE 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ACS 向 CPE 下发配置文件时，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 

• 部署为启动配置：ACS 向 CPE 发送配置文件，并设置为下次启动配置文件，当 CPE 重启之

后，便可以使用新的配置运行。 

• 部署为运行配置：ACS 将配置内容直接发给 CPE，并写入到 CPE 的当前配置中，配置内容

即时生效，但是需要再执行保存配置的操作，以保证重启后配置不会丢失。 

2. 通过ACS管理CPE设备软件 

网络管理员可以将 CPE 设备的软件保存在 ACS 上，当 ACS 发现软件版本有更新，将会通知 CPE
进行下载。CPE 收到 ACS 的下载请求后，能够根据 ACS 报文中提供的下载地址和文件名，自动到

ACS 或指定的文件服务器下载软件文件。下载完成后，对下载文件的合法性做相应的检查，并将下

载结果（成功或失败）反馈给 ACS。 

3. 数据备份 

ACS 可以要求 CPE 上传配置文件或日志文件到 ACS 或文件服务器上，并保存到指定的位置。 

4. 通过ACS监控CPE的状态和性能 

ACS 可以监控与其相连的 CPE 的各种参数。由于不同的 CPE 具有不同的性能，可执行的功能也各

异，因此 ACS 必须能识别不同类型 CPE 的性能，并监控到 CPE 的当前配置以及配置的变更。 

ACS 能够监控的状态和性能有： 

• 厂商名称（Manufacturer） 

• 厂商标识 OUI（ManufacturerOUI） 

• 序列号（SerialNumber） 

• 硬件版本号（HardwareVersion） 

• 软件版本号（SoftwareVersion） 

• 设备状态（DeviceStatus） 

• 启动时间（UpTime） 

• 配置文件（ConfigFile），用于更新 CPE 的本地配置文件，ACS 可以使用文件形式和当前配

置形式向 CPE 下发配置文件 

• ACS 地址（URL），更新 CPE 记录的 ACS 地址，可用于主备 ACS 服务器之间的切换 

• ACS 用户名（Username）/密码（Password），当 ACS 上连接用户名和密码发生变更时，

可以自动同步到 CPE 设备，也可用于主备 ACS 服务器切换时向 CPE 通告备用 ACS 服务器

的验证信息 

• Inform 报文自动发送使能标志（PeriodicInformEnable），开启 CPE 设备发送 Inform 报文的

功能 

• Inform报文周期发送时间间隔（PeriodicInformInterval），配置CPE周期性向ACS发送 Inform
报文建立连接，用于定期查询更新和备份信息 

• Inform报文定期发送日期（PeriodicInformTime），配置CPE在指定时间点向ACS发送 Inform
报文建立连接，用于在指定时间查询更新和备份信息 

• CPE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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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E 用户名（ConnectionRequestUsername）/密码（ConnectionRequestPassword），配

置 CPE 在接受 ACS 发起的连接时所需要的验证信息 

1.1.3  CWMP工作机制 

1. ACS使用RPC方法管理CPE 

CWMP 通过 RPC（Remote Procedure Call，远程调用）方法来完成 ACS 对 CPE 的管理和监控。

RPC 方法封装于 HTTP 或 HTTPS 协议中。主要操作方法描述如下： 

• Get：ACS 使用该方法可以获取 CPE 上参数的值。 

• Set：ACS 使用该方法可以设置 CPE 上参数的值。 

• Inform：当 CPE 与 ACS 建立连接时、各应用模块具有主动通知属性的配置发生改变时和

CPE 周期性发送本地信息到 ACS 时，CPE 都要通过该方法向 ACS 发起通告信息。 

• Download：为了保证 CPE 端硬件的升级以及厂商配置文件的自动下载，ACS 使用该方法可

以要求 CPE 到指定的 URL 下载指定的文件来更新 CPE 的本地文件。 

• Upload：为了方便 ACS 对 CPE 端的管理，ACS 使用该方法可以要求 CPE 将指定的文件上

传到 ACS 指定的位置。 

• Reboot：当 CPE 故障或者需要软件升级的时候，ACS 使用该方法可以对 CPE 进行远程重

启。 

2. ACS和CPE的自动连接 

当 CPE 有事件需要向 ACS 报告时，会自动向 ACS 发起连接请求。常见有如下事件： 

• CPE 连接 ACS 的 URL 值改变。CPE 会自动使用新的 URL 值向 ACS 发起连接请求。 

• CPE 上电启动。CPE 启动后，会自动向 ACS 发起连接请求。 

• 配置了周期性发送 Inform 报文功能。CPE 会周期性向 ACS 服务器发起连接请求。 

• 配置了定时发送 Inform 报文功能。CPE 会在指定时间向 ACS 服务器发起连接请求。 

3. CWMP连接建立 

CWMP 连接建立的过程如下： 

(1) 建立 TCP 连接。 

(2) 若使用 HTTPS 协议，进行 SSL 初始化，建立安全机制。 

(3) CPE 发送 Inform 报文，开始建立 CWMP 连接。Inform 报文使用 Eventcode 字段描述发送

Inform 报文的原因，该举例为“6 CONNECTION REQUEST”，表示 ACS 要求建立连接。 

(4) 如果 CPE 通过 ACS 的认证，ACS 将返回 Inform 响应报文，连接建立。 

(5) 如果 CPE 没有别的请求，就会发送一个空报文，以满足 HTTP/HTTPS 报文请求/响应报文交

互规则。 

如 图 1-2 的步骤（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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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CWMP 消息交互举例 

 

 

4. 主备ACS切换 

为了保证可靠性，网络中通常会有主、备两台 ACS，在 CWMP 连接建立的基础上，当主 ACS 需

要升级重启时，CWMP 可以完成主备切换，步骤如下： 

(1) 主用 ACS 查询 CPE 上设置的 ACS URL 的值。 

(2) CPE 把获取到的 ACS URL 的值回复给主用 ACS。 

(3) 主用 ACS发现 CPE的 ACS URL是本机 URL的值，于是发起 Set请求，要求将 CPE的ACS 
URL 设置为备用 ACS 的 URL 的值。 

(4) 设置成功，CPE 发送响应报文。 

(5) ACS 发送空报文通知 CPE 没有别的请求。 

(6) CPE 关闭连接。 

如 图 1-3 的步骤（6）~（11）所示。之后，CPE将向备用ACS发起连接。 

CPE

(1) Open TCP connection

(2) SSL initiation

(4) HTTP response (Inform response)

(3) HTTP post (Inform)

(6) HTTP response (GetParameterValues request)

(5) HTTP post (empty)

(8) HTTP response (SetParameterValues request)

(7) HTTP post (GetParameterValues response)

(11) Close connection

(10) HTTP response (empty)

(9) HTTP post (SetParameterValues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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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CWMP 消息交互举例 

 

 

1.2  CWMP配置限制和指导 

ACS 和 CPE 属性参数可以通过 CPE 命令行、DHCP 服务器或者是 ACS 来进行配置。各个属性支

持的配置方式不同。 

当某参数支持多种配置方式时，DHCP 配置的优先级最低，ACS 配置和命令行配置的优先级相同。

高优先级配置方式可以修改低优先级配置方式配置的参数，配置方式优先级相同时，以最新的配置

为准。 

本文档仅描述通过命令行和 DHCP 方式的配置。通过 ACS 进行 ACS 和 CPE 属性配置的信息，请

参见 ACS 的手册。 

1.3  CWMP配置任务简介 

CWMP 配置任务如下：  

(1) 通过命令行方式开启CWMP功能 

通过 DHCP 服务器也可以开启设备上的 CWMP 功能。 

(2) 配置ACS属性 

a. 配置首选的ACS属性 

b. （可选）通过命令行配置缺省的ACS属性 

(3) 配置CPE属性 

a. 绑定SSL客户端策略 

使用 HTTPS 时必选。 

b. （可选）配置CPE的用户名和密码 

CPE

(1) Open TCP connection

(2) SSL initiation

(4) HTTP response (Inform response)

(3) HTTP post (Inform)

(6) HTTP response (GetParameterValues request)

(5) HTTP post (empty)

(8) HTTP response (SetParameterValues request)

(7) HTTP post (GetParameterValues response)

(11) Close connection

(10) HTTP response (empty)

(9) HTTP post (SetParameterValues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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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选）配置CPE的业务代码信息 

d. （可选）配置CWMP连接接口 

e. （可选）配置自动连接参数 

f. （可选）配置CPE无数据传输超时的时间 

g. （可选）配置CPE的NAT穿越功能 

1.4  通过命令行方式开启CWMP功能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3) 开启 CWMP 功能。 
cwmp enable 
缺省情况下，CWMP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5  配置ACS属性 

1.5.1  ACS属性配置介绍 

CPE上的ACS属性包括首选和缺省两种类型。CPE优先使用首选ACS属性参数与ACS建立连接，

只有当没有首选 ACS 属性参数时，才会通过缺省 ACS 属性参数与 ACS 建立连接。 

首选和缺省的 ACS 属性支持的配置方式如下： 

• 首选的 ACS 属性可以通过三种方式配置：命令行配置、DHCP 服务器或 ACS 下发。 

• 缺省的 ACS 属性只能通过命令行配置。 

1.5.2  配置首选的ACS属性 

1. 通过DHCP服务器下发首选的ACS属性 

在 CWMP 网络中，DHCP 服务器主要用于向 CPE 通告 ACS 的位置和验证信息，因此 DHCP 服务

器上的配置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 配置地址池，为 CPE 设备分配 IP 地址 

• 指定 DNS 服务器 

• 配置 option 43 选项，向 CPE 通告 ACS 信息 

ACS 属性可以通过在 DHCP server 上配置 option 43 参数来实现。当 CPE 访问 DHCP server 时，

DHCP server 会将 ACS 参数发送给 CPE。这里主要介绍 option 43 选项的配置方法，关于地址池

和 DNS 服务器的配置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DHCP”和“域名解析”。 

当使用本公司设备作为 DHCP server 时，可以使用命令行配置 ACS 参数，命令格式为：option 43 
hex 01length URL username password。 

• length：表示关键字 option 43 hex 01 后面参数的总长度，用十六进制数表示。 

• URL：ACS 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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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name：ACS 的用户名。 

• password：ACS 的密码。 

ACS的URL、用户名和密码参数的格式必须为字符对应的ASCII码的十六进制值格式。假设将ACS
地址配置为http://169.254.76.31:7547、用户名配置为 1234、密码配置为 5678，（URL+1 个空格

+username+1 个空格+password）一共为 35 个字符，如 表 1-1 所示： 

表1-1 ACS 参数的十六进制值格式 

参数 参数值 十六进制值 

字符长度 35字符 23 

ACS的URL http://169.254.76.31:7547 
687474703A2F2F3136392E3235342E37362E33313A37
35343720 

空格对应的ASCII码的十六进制值为20 

ACS的用户名 1234 
3132333420 

空格对应的ASCII码的十六进制值为20 

ACS的密码 5678 35363738 

 

可使用以下配置步骤：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dhcp server ip-pool 0 

[Sysname-dhcp-pool-0] option 43 hex 
0123687474703A2F2F3136392E3235342E37362E33313A3735343720313233342035363738 

有关 DHCP、option 43 参数以及 option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

中的“DHCP”。 

2. 通过命令行配置首选的ACS属性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3) 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 URL 值。 
cwmp acs url url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 URL。 

(4) 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用户名。 
cwmp acs username username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用户名。 

(5) （可选）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密码。 
cwmp acs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密码。 

1.5.3  通过命令行配置缺省的ACS属性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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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3) 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缺省 URL 值。 

cwmp acs default url url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缺省 URL。 

(4) 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缺省用户名。 
cwmp acs default username user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缺省用户名。 

(5) （可选）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缺省密码。 
cwmp acs default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CPE 连接 ACS 的缺省密码。 

1.6  配置CPE属性 

1.6.1  CPE属性配置介绍 

除了下列 CPE 属性仅能通过命令行配置外，其他所有的 CPE 属性均可通过命令行或 ACS 进行配

置： 

• CWMP 连接接口 

• NAT 穿越 

• CPE 自动重新连接的次数 

• 用于 HTTPS 的 SSL 客户端策略 

1.6.2  绑定SSL客户端策略 

1. 功能简介 

CWMP 使用 HTTPS 协议时，CPE 作为 HTTPS 客户端，需要在 CPE 上执行本配置。在使用 HTTPS
协议时，ACS 作为 HTTPS 服务器端，CPE 作为 HTTPS 客户端。 

2. 配置准备 

执行本配置前，需要先创建 SSL 客户端策略。关于 SSL 客户端策略的详细介绍和配置请参见“安

全配置指导”中的“SSL”。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3) 绑定 SSL 客户端策略。 
ssl client-policy 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CWMP 未绑定 SSL 客户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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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配置CPE的用户名和密码 

1. 功能简介 

CPE 的用户名和密码用于 CPE 对 ACS 的合法性进行验证。当连接由 ACS 发起时，会话请求报文

里会携带 CPE 用户名和密码。设备收到该报文后，会与本地设置的 CPE 用户名和密码比较，如果

相同则通过认证，进入连接建立的下一阶段，否则，认证失败，退出连接建立过程。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3) 配置 ACS 连接 CPE 的认证用户名。 
cwmp cpe username user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ACS 连接 CPE 的认证用户名。 

(4) （可选）配置 ACS 连接 CPE 的认证密码。 
cwmp cpe password { cipher | simple } string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ACS 连接 CPE 的认证密码。 

可以只使用用户名进行认证，不使用密码认证。 

1.6.4  配置CPE的业务代码信息 

1. 功能简介 

当 CPE 与 ACS 之间建立连接时，CPE 需要在 Inform 报文中携带 provision-code 信息，ACS 根据

此信息可以识别设备定制的业务以及相应的参数，以便更好地管理 CPE 设备。关于 ACS 对

provision-code 的支持情况，请参见 ACS 手册。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3) 配置 CPE 的业务代码。 
cwmp cpe provision-code provision-code 
缺省情况下，CPE 的业务代码为 PROVISIONINGCODE。 

1.6.5  配置CWMP连接接口 

1. 功能简介 

CWMP 连接接口指的是 CPE 上用于连接 ACS 的接口。CPE 会在 Inform 报文中携带 CWMP 连接

接口的 IP 地址，要求 ACS 通过此 IP 地址和自己建立连接；相应的，ACS 会向该 IP 地址回复 Inform
响应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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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系统会会采用一定的机制去获取一个 CWMP 连接接口，但如果获取的 CWMP 连接接

口不是 CPE 和 ACS 相连的接口时，就会导致 CWMP 连接建立失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手

工指定 CWMP 连接接口。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3) 设置 CPE 上用于连接 ACS 的接口。 
cwmp cpe connect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设置 CPE 上用于连接 ACS 的接口。 

1.6.6  配置自动连接参数 

1. 功能简介 

用户可配置 CPE 周期性地发送 Inform 报文，向 ACS 自动发起连接，或者是在特定的时间点发起连

接。为避免系统资源浪费，请对 CPE 连接失败时的重连次数进行限制。 

当 CPE 向 ACS 请求建立连接失败，或者在会话过程中连接异常中止（CPE 没有收到表示会话正常

结束的报文）时，设备可以自动重新发起连接。 

2. 配置周期性发送Inform报文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3) 开启 CPE 周期发送 Inform 报文功能。 
cwmp cpe inform interval enable 
缺省情况下，CPE 周期发送 Inform 报文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配置 CPE 发送 Inform 报文的周期。 
cwmp cpe inform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CPE 每隔 600 秒发送一次 Inform 报文。 

3. 配置定时发送Inform报文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3) 配置 CPE 在指定时刻发送一次 Inform 报文。 
cwmp cpe inform time ti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CPE 定时发送 Inform 报文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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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CPE自动重新连接的次数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3) 配置当创建连接失败时自动重新连接的次数。 
cwmp cpe connect retry retries 
缺省情况下，自动重新连接的次数为无限次，即设备会一直按照一定周期给 ACS 发送连接请

求。 

1.6.7  配置CPE无数据传输超时的时间 

1. 功能简介 

无数据传输超时时间主要用于以下两种情况： 

• 在连接建立过程中，CPE向ACS发送连接请求，但是经过无数据传输超时时间还没有收到响

应报文，CPE 将认为连接失败。 

• 连接建立后，如果 CPE 与 ACS 在无数据传输超时时间内没有报文交互，CPE 将认为连接失

效，并断开连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3) 配置 CPE 无数据传输超时的时间。 
cwmp cpe wait timeout seconds 
缺省情况下，无数据传输超时的时间为 30 秒。 

1.6.8  配置CPE的NAT穿越功能 

1. 功能简介 

无论 CPE 与 ACS 之间是否存在 NAT 网关，CPE 的主动连接请求都能到达 ACS。而当 CPE 与 ACS
之间存在 NAT 网关时，ACS 主动发起的连接请求不能到达 CPE。此时，可以在设备上开启 NAT
穿越功能，使 ACS 的请求可以穿越网关。本特性的实现遵循 RFC 3489 定义的 STUN（Simple 
Traversal of User Datagram Protocol (UDP) Through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s (NATs)，NAT
的 UDP 简单穿越）。有关 NAT 的详细描述，请参见“三层技术-IP 业务配置指导”中的“NAT”。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CWMP 视图。 
cw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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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启 CPE 的 NAT 穿越功能。 
cwmp cpe stun enable 
缺省情况下，CPE 的 NAT 穿越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7  CWMP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CWMP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2 cwmp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CWMP的当前配置信息 display cwmp configuration 
显示CWMP的当前状态信息 display cwmp status 

 

1.8  CWMP典型配置举例 

 

本举例使用安装了 iMC BIMS 软件的服务器作为 ACS。随着软件版本的更新，BIMS 的功能和界面

可能会有变化，如您所使用的软件界面与本例中不同，请参阅对应您使用版本的软件用户手册进

行配置。 

 

1.8.1  CWMP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某数据中心有两个机房（A 和 B）需要部署大量的设备，目前网络中已存在 ACS 服务器/DHCP 服

务器/DNS 服务器，为提高部署效率，要求利用 CWMP 功能为两个机房中的 CPE 设备分别自动下

发不同的配置文件。下面以每个机房内的三台设备为例介绍 CWMP 功能的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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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CWMP 典型配置案例组网图 

 

 

其中部署到两个机房的设备及序列号如 表 1-3 所示。 

表1-3 部署到机房的设备列表 

机房 设备 序列号 

A 

DeviceA 210231A95YH10C0000045 

DeviceB 210235AOLNH12000010 

DeviceC 210235AOLNH12000015 

B 

DeviceD 210235AOLNH12000017 

DeviceE 210235AOLNH12000020 

DeviceF 210235AOLNH12000022 

 

网络管理员已经为机房 A 和机房 B 的设备分别创建了配置文件 configure1.cfg 和 configure2.cfg，
ACS服务器的访问用户名和密码分别为“admin”和“12345”，URL地址为 http://10.185.10.41:9090。 

2. 配置ACS服务器 

(1) 登录 ACS 服务器（iMC）。 

在 ACS 服务器上直接运行 Web 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10.185.10.41:8080/imc（即

AC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成功登录 iMC 界面。 

(2) 在 ACS 服务器上增加 CPE 分组。 

# 在导航栏中选择“业务>分支网点管理>CPE分组”，进入 图 1-5 所示页面。 

Device A Device B Device C

机房A

Device D Device E Device F

机房B

ACS
10.185.10.41

DHCP Server
10.185.10.52

DNS Server
10.185.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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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CPE 分组页面 

 

 

# 单击<增加>按钮，进入 图 1-6 所示页面，以增加“DB_1”组为例。 

图1-6 增加 CPE 分组页面 

 

 

# 设置分组名称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增加操作。 

(3) 在 CPE 分组中增加 CPE，以增加“DeviceA”为例。 

# 选择认证方式为“ACS用户名”，配置CPE名称为DeviceA，配置ACS用户名为admin；
选择ACS认证密码生成方式为“手工输入”，将密码和确认密码都配置为12345；选择CPE
设备的型号；选择 CPE 分组为 DB_1。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增加操作。 

# 在导航栏中选择“业务>分支网点管理>资源管理>增加 CPE”。 

重复以上步骤，将 DeviceB 和 DeviceC 设备的信息输入，完成机房 A 中的设备添加任务。 

(4) 在 ACS 上配置模板库和 CPE 软件库类型。 

# 在导航栏中选择“业务>分支网点管理>配置管理>配置模板库”，进入 图 1-7 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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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配置模板库页面 

 
 

# 单击<导入>按钮，进入配置模板页面。 

 

若导入的配置内容中第一条命令为 system-view，则该命令前面不能有“#”号或其他内

容。 

 

# 选择文件和模板类型后，显示导入配置模板成功页面。 

图1-8 导入配置模板库成功页面 

 

 

# 在导航栏中选择“业务>分支网点管理>配置管理>CPE 软件库”，进入 CPE 软件库配置页

面。 

# 单击<导入>按钮，进入导入 CPE 软件库页面，选择 CPE 对应的软件版本。 

(5) 在 ACS 上将配置文件与不同组别的 CPE 设备绑定，实现自动部署。 

# 在导航栏中选择“业务>分支网点管理>配置管理>部署向导”，进入 图 1-9 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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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部署向导页面 

 

 

# 在导航栏中选择“业务>分支网点管理>配置管理>部署向导>自动部署CPE配置>按CPE”，

并将其选择部署为“启动配置”，进入 图 1-10 所示页面。 

图1-10 自动部署设备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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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选取 CPE]按钮，进入选取 CPE型号页面，选取之前创建的 WB2320X-AGE型号（当

CPE 数量太多时，可以根据 CPE 分组进行查询），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选择操作。 

# 完成选择页面后将返回自动部署设备配置页面，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部署任务的创建。 

图1-11 部署任务创建成功页面 

 

 

对于机房 B 中的三台设备，配置步骤基本类似。 

3. 配置DHCP服务器 

(1) 配置地址池，为 CPE 设备分配 IP 地址和 DNS 服务器，此处以分配 10.185.10.0/24 网段的地

址为例。 

# 开启 DHCP 服务。 
<DHCP_server> system-view 

[DHCP_server] dhcp enable 

# 配置 VLAN 接口 1 工作在 DHCP 服务器模式。 
[DHCP_server] interface vlan-interface 1 

[DHCP_server-Vlan-interface1] dhcp select server 

[DHCP_server-Vlan-interface1] quit 

# 配置不参与自动分配的 IP 地址（此处包括 DNS 服务器、ACS 服务器）。 
[DHCP_server]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10.185.10.41 

[DHCP_server] dhcp server forbidden-ip 10.185.10.60 

# 配置 DHCP 地址池 0 的共有属性（网段、DNS 服务器地址）。 
[DHCP_server] dhcp server ip-pool 0 

[DHCP_server-dhcp-pool-0] network 10.185.10.0 mask 255.255.255.0 

[DHCP_server-dhcp-pool-0] dns-list 10.185.10.60 

(2) 配置 option 43 选项。选项内容包括 ACS 的地址、用户名和密码。 

# 将ACS的地址、用户名和密码转换成ASCII码。其中URL地址对应的ASCII码为 68 74 74 
70 3A 2F 2F 61 63 73 2E 64 61 74 61 62 61 73 65 3A 39 30 39 30 2F 61 63 73。用户名 admin
对应的 ASCII 码为 76 69 63 6B 79，密码 12345 对应的 ASCII 码为 31 32 33 34 35。 
[DHCP_server-dhcp-pool-0] option 43 hex 
013B687474703A2F2F6163732E64617461626173653A393039302F616373207669636B7920313233343
5 

4. 配置DNS服务器 

在 DNS 服务器上需要配置域名和地址的映射，将 http://acs.database:9090 地址映射为

http://10.185.1.41:9090。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见您使用的 DNS 服务器软件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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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CPE接入网络 

将 CPE 上电并连接网线后，CPE 会先通过 DHCP server 获取 IP 地址和连接 ACS 所需的信息，再

按照 CWMP 协议的流程自动从 ACS 处获取配置文件。 

6. 验证配置 

# 在导航栏中选择“业务>分支网点管理>资源管理>CPE 交互记录”，进入设备交互记录查询页面，

查看与序列号对应的设备是否已经完成部署配置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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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AA 
1.1  EAA简介 

EAA（Embedded Automation Architecture，嵌入式自动化架构）是集成在系统软件中的一系列相

关软件模块的总称。 

使用 EAA 功能： 

• 用户可以定制一系列监控策略，在策略中定义自己感兴趣的事件以及事件发生时的处理动作。

监控策略被启用后，系统会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当用户定制的事件发生时，就触发相应的监

控策略并自动执行监控策略中的动作。 

• 设备能够智能地监控多种事件，并做出灵活多变的响应，从而大大地提升系统的可维护性。 

1.1.1  EAA框架 

图1-1 EAA 框架示意图 

 
 

EAA框架如图 1-1 所示，它包括事件源、EM（Event Monitor，事件监控）模块、RTM（Real-Time 
Event Manager，实时事件管理）模块和EAA监控策略。 

1. 事件源 

事件源是系统中的软件或硬件模块，它们会触发事件。例如，CLI 事件源能触发命令行事件，Syslog
事件源能触发日志事件。 

RTM

EM

HotplugCLI Syslog SNMP

ProcessInterfcae SNMP-
notification

Event sources

EAA monitor policies

CLI-defined policy Tcl-defined policy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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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M 

EM 根据用户配置对事件源中发生的事件进行过滤匹配，匹配成功则通知 RTM 执行相应监控策略。

当用户配置了多个监控策略，系统会创建多个 EM 模块，每个 EM 组件监控一个事件。 

3. RTM 

RTM 是 EAA 的核心部件，负责管理监控策略，包括监控策略的创建、状态变化和执行。 

4. EAA监控策略 

通过监控策略，用户可以定义自己感兴趣的事件以及事件发生时的处理动作。 

监控策略有两种配置方式：一种是通过命令行来配置，一种是通过 Tcl 脚本来定义。通过命令行配

置的监控策略称为基于 CLI 的监控策略，以下简称 CLI 监控策略；通过 Tcl 脚本定义的监控策略称

为基于 Tcl 的监控策略，以下简称 Tcl 监控策略。 

1.1.2  监控策略中的元素 

每个监控策略中必须包含以下元素：事件、动作、用户角色、执行时间。 

1. 事件 

表示用来触发监控策略的事件。目前，EAA能够监控的事件类型如 表 1-1 所示。 

表1-1 监控事件类型描述表 

事件类型 描述 

cli 
监控命令行事件 

配置该事件后，当用户输入指定的命令并对其进行特定操作（执行、帮助或者补全）就会触发

策略执行 

syslog 
监控日志事件 

配置该事件后，当系统在指定时间段内生成指定规格的日志信息时触发监控策略执行；RTM模

块产生的日志不会触发策略执行 

process 
监控进程事件 

配置该事件后，当指定进程（可以为用户命令行触发的或者系统自动触发的）发生指定状态变

化（异常、关闭、启动或重启时），触发监控策略执行 

hotplug 
监控成员设备加入或离开IRF事件 

配置该事件后，当成员设备加入或离开IRF，均会触发监控策略执行 

interface 

监控接口事件 

接口事件中存在一个触发开关： 

1. 配置该事件后，触发开关立即打开 

2. 当指定接口上的指定报文的数目达到 start-op start-op start-val start-val 参

数指定的条件时，触发监控策略执行一次（第一次执行），并关闭触发开关，但系统会继

续监控接口事件 

3. 当满足 restart-op restart-op restart-val restart-val 参数指定的条件时，

才重新开启触发开关 

4. 如果指定接口上的指定报文的数目再次达到 start-op start-op start-val 
start-val 参数指定的条件时，则再次触发监控策略执行一次（第二次执行），并关闭

触发开关，系统继续监控接口事件 

5. 如此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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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 描述 

snmp 

监控SNMP节点值变化事件 

SNMP节点值变化事件中存在一个触发开关： 

1. 配置该事件后，触发开关立即打开 

2. 系统根据用户配置，定时轮询设备上某个节点的值，当该值达到 start-op start-op 
start-val start-val 指定的条件时，触发监控策略执行一次（第一次执行），并关

闭触发开关，但系统会继续监控 SNMP 节点值变化事件 

3. 当节点值满足 restart-op restart-op restart-val restart-val 指定的条件时，

才重新开启触发开关 

4. 当节点值再次达到 start-op start-op start-val start-val 指定的条件时，则再

次触发监控策略执行一次（第二次执行），并关闭触发开关，系统继续监控 SNMP 节点值

变化事件 

5. 如此循环 

snmp-notificat
ion 

监控SNMP告警事件 

配置该事件后，当系统生成一条告警，告警中携带的MIB对象（由oid参数指定）的值到达

oid-val oid-val op op指定的条件时，触发监控策略执行 

track 

监控Track事件 

配置该事件后，当关联的Track项状态由Positive变为Negative或者Negative变为Positive时，触

发监控策略执行；如果关联多个Track项，则 后一个处于Positive（Negative）状态的Track项
变为Negative（Positive）时，触发监控策略执行 

如果配置了抑制时间，触发策略的同时开始计时，定时器超时前，收到状态从Positive（Negative）
变为Negative（Positive）的消息，直接丢弃，不会处理。直到定时器超后，收到状态从Positive
（Negative）变为Negative（Positive）的消息才处理，再一次触发策略执行 

 

2. 动作 

表示事件发生时，监控策略将执行的动作。目前设备支持的动作有执行指定的命令行、生成一条指

定内容的日志、主备倒换和重启。 

3. 用户角色 

表示执行监控策略的用户角色。用户角色中定义了允许用户操作哪些系统功能以及资源对象，设备

支持的每条命令都有缺省用户角色： 

• 如果监控策略中指定的用户角色权限比命令行的缺省用户角色的权限小，则不能执行该命令以

及该命令后面的所有动作。 

• 如果指定的用户角色不存在，则监控策略不能执行。 

• 如果给某个监控策略配置了多个用户角色，则使用这些用户角色权限的并集去执行该策略。例

如，给某策略配置了用户角色 A 和 B，如果策略中的动作是角色 A 或者 B 允许执行的，则策

略可以执行；如果策略中存在角色 A 和 B 都不能执行的命令，则该命令以及该命令后面的所

有动作都不能执行。 

关于用户角色的详细描述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的“RBAC”。 

4. 运行时间 

表示监控策略的运行时间，运行时间达到时即使策略没有执行完毕，也会立即停止执行策略。该元

素用来限制策略的运行时间，以免策略长时间运行占用系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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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EAA环境变量 

EAA 环境变量指的是专用于监控策略的环境变量。环境变量由<环境变量名、环境变量值>字对组成。

在配置监控策略的动作时，我们可以在应该输入参数的地方输入“$环境变量名”，表示此处需要引

用环境变量值。系统在运行监控策略的时候，会自动用环境变量值去替代“$环境变量名”。如果要

修改监控参数的值，只需在系统视图下，修改环境变量值即可，而无需进入监控策略视图，修改监

控策略下的具体配置。因此，定义和使用环境变量可以简化监控策略的配置，提高监控策略的灵活

性和易用性。 

目前，EAA 支持的环境变量包括内部环境变量和用户自定义环境变量。 

1. 内部环境变量 

设备缺省支持的环境变量，用户不能创建、删除和修改。内部环境变量名均以“_”开头，内部环

境变量的值由系统决定。内部环境变量又包括两类：一类是公共环境变量，另一类是非公共环境变

量。 

• 公共环境变量可用于所有类型的事件：其中_event_id、_event_type、_event_type_string 在

系统启动时生成，关联的事件类型不同，其值不同，其值一旦确定不能更改；_event_time、
_event_severity 在运行时产生。 

• 非公共环境变量只能用于对应的事件，其值在事件触发时获得，它标示当前事件的部分信息。

例如，HOTPLUG 事件对应的内部环境变量为“_slot”，当 1 号成员设备加入或离开 IRF 的

时候，环境变量“_slot”的值为 1；当 2 号成员设备加入或离开 IRF 的时候，环境变量“_slot”
的值为 2。 

目前EAA支持内部环境变量如 表 1-2 所示。 

表1-2 内部环境变量描述表 

事件 内部环境变量的名称 描述 

CLI _cmd 匹配上的命令 

SYSLOG _syslog_pattern 匹配的日志信息的内容 

HOTPLUG _slot 加入或离开IRF的成员设备的编号 

INTERFACE _ifname 接口的名称 

SNMP 
_oid SNMP操作中携带的OID 

_oid_value OID对应节点的值 

SNMP TRAP _oid SNMP告警信息中携带的OID 

PROCESS _process_name 进程的名称 

公共环境变量 

_event_id 事件的ID 

_event_type 事件的类型 

_event_type_string 事件类型的描述 

_event_time 事件发生的时间 

_event_severity 事件的严重级别 

 



 

1-5 

2. 用户自定义环境变量 

用户定义环境变量名可包含数字、字符或者“_”，但不能以“_”开头。用户自定义环境变量可用

于所有类型的事件，其值由用户配置决定。用户定义环境变量可修改、删除。 

1.2  配置用户自定义环境变量 

1. 功能简介 

使用本特性，用户可以自定义 EAA 环境变量的名称和值，以便定义监控策略时可以引用。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用户自定义环境变量。 
rtm environment var-name var-value 

系统中缺省支持的内部环境变量，请参见 表 1-2。 

1.3  配置监控策略 

1.3.1  配置限制和指导 

• 用户可创建多个监控策略，请确保同时启用的策略间动作不能冲突，因为当系统同时执行多个

策略，且不同策略间动作有冲突时，执行结果是随机的。 

• Tcl 监控策略和 CLI 监控策略的名称可以相同，相同类型的监控策略的名称不能相同。 

• 同一个策略下，只能配置一个触发事件和运行时间。 

• 同一监控策略下可配置多个用户角色， 多可以配置 64 个有效用户角色，超过该上限后，新

配置的用户角色不会生效。 

1.3.2  配置CLI监控策略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用户可为 CLI 监控策略配置多个动作，系统会按照动作的编号由小到大顺序执行这些动作。如果新

配置的动作的编号和已有动作的编号相同， 后一次配置并且 commit 的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可选）配置 EAA 监控的日志缓冲区的大小。 
rtm event syslog buffer-size buffer-size 

缺省情况下，EAA 监控的日志缓冲区的大小为 50000 条。 

(3) 创建 CLI 监控策略并进入 CLI 监控策略视图。 
rtm cli-policy policy-name 

(4) 配置监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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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命令行事件。 
event cli { async [ skip ] | sync } mode { execute | help | tab } pattern 
regular-exp 

 配置热插拔事件。 
event hotplug [ insert | remove ] slot slot-number 

 配置接口事件。 
event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monitor-obj 
monitor-obj start-op start-op start-val start-val restart-op 
restart-op restart-val restart-val [ interval interval ] 

 配置进程事件。 
event process { exception | restart | shutdown | start } [ name 
process-name [ instance instance-id ] ] [ slot slot-number ] 

 配置 SNMP 操作事件。 
event snmp oid oid monitor-obj { get | next } start-op start-op 
start-val start-val restart-op restart-op restart-val restart-val 
[ interval interval ] 

 配置 SNMP 告警事件。 
event snmp-notification oid oid oid-val oid-val op op [ drop ] 

 配置日志事件。 
event syslog priority priority msg msg occurs times period period 

 配置 Track 事件。 
event track track-list state { negative | positive } [ suppress-time 
suppress-time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事件。 

多次执行 event 命令时， 后一次配置并且 commit 的生效。 

(5) 配置动作。请至少选择以下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事件发生时执行指定的命令行。 
action number cli command-line 
缺省情况下，监控策略下未配置 CLI 动作。 

 配置事件发生时执行重启操作。 
action number reboot [ slot slot-number ] 

缺省情况下，监控策略下未配置重启动作。 

 配置事件发生时进行主备倒换。 
action number switchover 
缺省情况下，监控策略下未配置主备倒换动作。 

 配置事件发生时发送指定的 LOG。 
action number syslog priority priority facility local-number msg 
msg-body 

缺省情况下，监控策略下未配置日志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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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选）配置执行 CLI 监控策略时使用的用户角色。 
user-role role-name 
缺省情况下，执行 CLI 监控策略时使用的用户角色为创建该策略的用户的角色。 

安全日志管理员角色与其它用户角色互斥：配置安全日志管理员角色后，系统会自动删除已配

置的其它用户角色；配置其它用户角色后，系统会自动删除已配置的安全日志管理员角色。 

(7) （可选）配置 CLI 监控策略执行动作的持续时间。 
running-time time 
缺省情况下，CLI 监控策略执行动作的持续时间为 20 秒。 

多次执行本命令时， 后一次配置并且 commit 的生效。 

(8) 启用 CLI 监控策略。 
commit 
缺省情况下，CLI 监控策略未被启用。 

必须执行该命令后，CLI 监控策略下的配置才会生效。 

1.3.3  配置Tcl监控策略 

1. Tcl脚本内容简介 

按内容 Tcl 脚本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首行和其它行。 

(1) 首行 

首行用于定义事件、用户角色和运行时间。用户创建并启用 Tcl 监控策略后，设备会立即解析

Tcl 脚本首行，并下发、生效。 

Tcl 脚本首行的格式为::uniware::rtm::event_register event-type arg1 arg2 
arg3 … user-role role-name1 | [ user-role role-name2 | [ … ] ] 
[ running-time running-time ]。其中： 

 event-type用来指定事件的类型，取值同CLI监控策略支持的事件类型，详情请参见 表

1-1。 

 arg 用来指定事件参数，具体要求与相应 event 命令中的参数规格一致，请参考“网络

管理和监控命令参考”中的“EAA”。当 arg 内容中包含空格时，请在 arg 内容的两端添

加英文格式的双引号，形如"a b c"。 

 user-role 用来指定执行脚本的用户角色，参数含义和配置要求同 CLI 监控策略。 

 running-time 用来指定动作执行的 大时间，参数含义和配置要求同 CLI 监控策略。未

指定该参数时，表示不限制 Tcl 监控策略的运行时间。 

(2) 其它行 

从 Tcl 脚本的第二行开始，定义监控策略触发时将执行的动作。用户可使用多行定义多个动作，

系统会按照 Tcl 脚本中配置的先后顺序执行这些动作。Tcl 监控策略支持如下三类动作： 

 Tcl 语言标准命令。 

 EAA 模块的 switchover 和 syslog 动作。配置该类动作时，请使用格

式::uniware::rtm::action switchover 或::uniware::rtm::action syslog 
priority priority facility local-number msg msg-body。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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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number、msg-body 参数的详细描述请参考“网络管理和监控命令参考/EAA”
中的 action syslog 命令。 

 Uniware 的其它命令行。配置该类动作时，每行为可执行的 Uniware 命令行即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Tcl 监控策略启用后，不允许修改 Tcl 脚本。如需修改，请先停用 Tcl 监控策略，修改后，再启用 Tcl
监控策略。否则，Tcl 监控策略将不能运行。 

3. 配置步骤 

(1) 使用 FTP 或者 TFTP 功能将 Tcl 脚本下载到设备上，FTP 及 TFTP 具体配置请参见“基础配

置指导”中的“FTP 和 TFTP”。 

(2) 创建并启用 Tcl 监控策略。 

a.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b. 创建并启用 Tcl 监控策略，并将该策略与 Tcl 脚本绑定。 
rtm tcl-policy policy-name tcl-filename 

缺省情况下，不存在 Tcl 监控策略。 

配置 Tcl 监控策略时，tcl-filename 请使用相对路径并确保所有的成员设备上都存在该脚

本，以免主备倒换或脚本所在成员设备离开 IRF 后，策略无法执行。 

1.4  暂停监控策略 

1. 功能简介 

使用本特性可以暂停运行所有的监控策略。如果配置本特性时，某个监控策略正在执行动作，则设

备会等待该监控策略的所有动作全部执行完毕后，再暂停运行该监控策略。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如果要将暂停运行的所有策略恢复运行，请使用 undo rtm scheduler suspend 命令。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暂停运行所有的监控策略。 
rtm scheduler suspend 

1.5  EAA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EAA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看

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3 EAA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CLI监控策略下生效的具体配置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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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用户自定义的EAA环境变量配置 display rtm environment [ var-name ] 

显示监控策略的相关信息 display rtm policy { active | registered 
[ verbose ] } [ policy-name ] 

显示CLI监控策略下生效的具体配置（请在CLI监控

策略视图下执行该命令） 
display this 

 

1.6  EAA典型配置举例 

1.6.1  Tcl监控策略基本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一个 Tcl 监控策略，当设备执行包含字符串 display this 的命令时，让系统自动发送日志

信息 rtm_tcl_test is running。 

2. 组网图 

图1-2 Tcl 监控策略基本配置举例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在 PC 上使用写字板或者 word 编辑 Tcl 策略脚本 rtm_tcl_test.tcl，内容如下： 
::uniware::rtm::event_register cli sync mode execute pattern display this user-role 
network-admin 

::uniware::rtm::action syslog priority 1 facility local4 msg rtm_tcl_test is running 

以上脚本的含义为：当设备执行包含字符串 display this 的命令时，让系统自动发送日志信息

rtm_tcl_test is running。 

# 通过 TFTP 将 rtm_tcl_test.tcl 下载到设备上。 
<Sysname> tftp 1.2.1.1 get rtm_tcl_test.tcl 

# 创建并启用 Tcl 监控策略，并将它和 Tcl 脚本 rtm_tcl_test.tcl 绑定。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rtm tcl-policy test rtm_tcl_test.tcl 

[Sysname] quit 

4. 验证配置 

# 通过 display rtm policy registered 命令可以看到存在策略名为 test，策略类型为 Tcl
的策略。 
<Sysname> display rtm policy registered 

Total number: 1 

Type  Event      TimeRegistered       PolicyName 

TCL   CLI        Aug 29 14:54:50 2013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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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允许日志输出的开关，执行 display this 命令，有 rtm_tcl_test is running 日志输出，同

时有策略运行成功的日志输出。 
<Sysname> terminal monitor 

<Sysname> display this 

# 

return 

<Sysname>%Jun  4 15:02:30:354 2013 Sysname RTM/1/RTM_ACTION: rtm_tcl_test is running 

%Jun  4 15:02:30:382 2013 Sysname RTM/6/RTM_POLICY: TCL policy test is running successfully. 

1.6.2  CLI监控策略基本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一个 CLI 监控策略，当设备执行包含数字、字母（大小写均可）的命令行的帮助操作时，让系

统自动发送日志信息 hello world，并创建一个 VLAN。 

2. 配置步骤 

# 创建 CLI 监控策略，名称为 test。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rtm cli-policy test 

# 配置监控事件：监控包含数字、字母（大小写均可）的命令行的帮助。 
[Sysname-rtm-test] event cli async mode help pattern [a-zA-Z0-9] 

# 事件发生时，发送优先级为 4，日志记录工具为 local3，信息为 hello world 的日志。 
[Sysname-rtm-test] action 0 syslog priority 4 facility local3 msg “hello world” 

# 事件发生时，进入系统视图。 
[Sysname-rtm-test] action 2 cli system-view 

# 事件发生时，创建 VLAN 2。 
[Sysname-rtm-test] action 3 cli vlan 2 

# 配置 CLI 监控策略执行动作的持续时间为 2000 秒。 
[Sysname-rtm-test] running-time 2000 

# 配置用户角色 network-admin 具有执行该策略的权限。 
[Sysname-rtm-test] user-role network-admin 

# 确认执行该策略。 
[Sysname-rtm-test] commit 

3. 验证配置 

# 通过 display rtm policy registered 查看，可以看到策略名为 test，策略类型为 CLI 的策

略。 
[Sysname-rtm-test] display rtm policy registered 

Total number: 1 

Type  Event      TimeRegistered       PolicyName 

CLI   CLI        Aug 29 14:56:50 2013 test 

# 打开允许日志输出的开关，并对包含字母 d 的命令进行帮助，可以看到有信息为“hello world”
的日志输出，同时有策略运行成功的日志输出。 
[Sysname-rtm-test] return 

<Sysname> terminal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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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 d? 

  debugging 

  delete 

  diagnostic-logfile 

  dir 

  display 

 

<Sysname>d%May  7 02:10:03:218 2013 Sysname RTM/4/RTM_ACTION: "hello world" 

%May  7 02:10:04:176 2013 Sysname RTM/6/RTM_POLICY: CLI policy test is running successfully. 

1.6.3  使用环境变量的CLI监控策略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配置一个 CLI 监控策略，用于实现：当用户执行带有字符串 loopback0 的命令时， 

• 系统会自动创建 LoopBack0 接口。 

• 将该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为 1.1.1.1/24。 

• 将匹配到的命令行通过日志打印输出。 

2. 配置步骤 

# 创建环境变量 loopback0IP，将其值配置为 1.1.1.1。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rtm environment loopback0IP 1.1.1.1 

# 创建 CLI 监控策略，名称为 test。 
[Sysname] rtm cli-policy test 

# 配置监控事件：用户执行带有字符串 loopback0 的命令。 
[Sysname-rtm-test] event cli async mode execute pattern loopback0 

# 事件发生时，系统会自动创建 LoopBack0 接口，将该接口的 IP 地址配置为 1.1.1.1/24，并将匹配

到的命令行通过日志打印输出。 
[Sysname-rtm-test] action 0 cli system-view 

[Sysname-rtm-test] action 1 cli interface loopback 0 

[Sysname-rtm-test] action 2 cli ip address $loopback0IP 24 

[Sysname-rtm-test] action 3 syslog priority 7 facility local7 msg $_cmd 

[Sysname-rtm-test] user-role network-admin 

[Sysname-rtm-test] commit 

[Sysname-rtm-test] return 

<Sysname> 

3. 验证配置 

# 打开允许日志输出的开关，当用户执行带有字符串 loopback0 的命令时，系统会将匹配到的命令

行通过日志打印输出，同时有策略运行成功的日志输出。 
<Sysname> terminal monitor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interface loopback0 

[Sysname] 

%Jan  3 09:46:10:592 2014 Sysname RTM/7/RTM_ACTION: loopback0 

%Jan  3 09:46:10:613 2014 Sysname RTM/6/RTM_POLICY: CLI policy test is running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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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接口信息，发现已存在 LoopBack0 接口，IP 地址为 1.1.1.1。 
[Sysname] display interface loopback brief 

Brief information on interfaces in route mode: 

Link: ADM - administratively down; Stby - standby 

Protocol: (s) - spoofing 

Interface            Link Protocol Primary IP         Description 

Loop0                UP   UP(s)    1.1.1.1 

 

[Sy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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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程监控和维护 

1.1  进程监控和维护简介 

设备的系统软件基于 Linux 内核，各个网络服务功能分别运行各自的进程，实现模块化。运行在用

户空间的进程称为用户态进程，与用户态进程相对的是内核线程，内核线程运行在内核态空间。 

• 系统软件的绝大部分程序是用户态进程。每个用户态进程拥有独立的进程空间，单个进程的

异常不会影响系统其他进程，从而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通常情况下，系统会自动监控用户

态进程，不需要用户干预。当单个用户态进程中包含多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活动，可以将这些

活动拆分成多个线程。系统软件支持多线程并发和抢占，多个线程分工合作共同实现某个功

能。一个进程是否包含多个线程，由软件实现需要决定。 

• 内核线程用来执行系统软件内核代码和系统调用。它拥有比用户态进程更高的安全级别，当

内核线程发生异常，通常系统会完全崩溃。用户可以使用命令行来监控内核线程的运行状态。 

1.2  进程监控和维护任务简介 

进程监控和维护配置任务如下： 

• 监控和维护用户态进程 

 监控和维护进程 

本节中罗列的命令对用户态进程和内核线程均适用。 

 监控和维护用户态进程 

本节中罗列的命令仅对用户态进程适用。 

• 监控和维护内核线程 

 监控和维护进程 

本节中罗列的命令对用户态进程和内核线程均适用。 

 监控与维护内核线程 

本节中罗列的命令仅对内核线程适用。 

1.3  监控和维护进程 

1. 功能简介 

本节中罗列的命令对用户态进程和内核线程均适用。使用这些命令，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 显示内存的整体使用情况。 

• 显示系统当前运行了哪些进程，每个进程占用了多少内存和多少 CPU 资源。 

• 定位异常进程。如果某个进程占用内存或者CPU资源过多，则确认该进程为异常源。如果异

常源是用户态进程，可参考“1.4  监控和维护用户态进程”来进一步定位解决问题；如果异常

源是内核线程，可参考“1.5  监控与维护内核线程”来进一步定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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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请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来监控和维护进程。 

表1-1 监控和维护进程 

操作 命令 

显示系统内存使用情

况（本命令的详细描

述请参见“基础配置

命令参考中的“设备

管理”） 

display memory [ summary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进程的状态信息 display process [ all | job job-id | name process-name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所有进程的CPU
占有率信息 

display process cpu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监控进程运行状态 monitor process [ dumbtty ] [ iteration number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监控线程运行状态 monitor thread [ dumbtty ] [ iteration number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1.4  监控和维护用户态进程 

1.4.1  功能简介 

当用户态进程运行异常，可使用本特性来进一步监控用户态进程、定位用户态进程故障。 

1.4.2  配置core文件生成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用户态进程的 core 文件生成功能，并配置能生成的 core 文件的最大个数后，用户态进程异常

重启一次，就会产生一个 core 文件并记录用户态进程的异常信息。如果生成的 core 文件的数目达

到最大值，则不再生成新的 core 文件。软件开发和维护人员能够根据 core 文件的内容来定位异常

的原因和异常的位置。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因为生成的 core 文件会占用系统存储资源，如果用户对某些用户态进程的异常退出不关心，可以关

闭这些用户态进程的 core 文件记录功能。 

3. 配置步骤 

以下命令均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1) （可选）配置 core 文件的保存路径。 
exception filepath directory 
缺省情况下，Core 文件的保存路径为 flash:。 

(2) 开启/关闭用户态进程异常时生成 core 文件的功能，以及配置能生成的 core 文件的最大个数。 
process core { maxcore value | off } { job job-id | name process-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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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用户态进程在首次异常时会生成 core 文件，后续异常不再生成 core 文件。即

maxcore 的最大数值为 1。 

1.4.3  用户态进程显示和维护 

在任意视图下，通过用户态进程的显示信息，用户可以更好的了解用户态进程的实时运行状态；同

时，当出现系统异常繁忙或者资源消耗异常等故障时，显示信息可以帮助用户确认出现故障的功能

点，以便尽快进行功能的恢复。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用户态进程的指定信息。 

表1-2 用户态进程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用户态进程异常时的

上下文信息 
display exception context [ count value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core文件的保存路径 display exception filepath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所有用户态进程的日

志信息 
display process log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所有用户态进程的代

码段、数据段以及堆栈等

的内存使用信息 
display process memory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用户态进程堆内存的

使用情况 
display process memory heap job job-id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从指定地址开始的内

存空间的内容 
display process memory heap job job-id address starting-address 
length memory-length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指定大小已使用内存

块的地址 
display process memory heap job job-id size memory-size [ offset 
offset-size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清除用户态进程异常时记

录的上下文信息 
reset exception context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1.5  监控与维护内核线程 

1.5.1  配置内核线程死循环检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在内核态空间中，所有资源都是共享的，多个内核线程之间通过任务调度协调工作。如果某个内核

线程长时间一直占用 CPU，就会导致其它内核线程获取不到运行机会，整个系统挂死，我们称这种

现象为死循环。 

开启内核线程死循环检测功能后，如果系统发现某内核线程在指定时间内一直占用 CPU，则判定该

内核线程为死循环。系统会记录一条死循环信息供管理员查询，并自动重启整个系统来解除死循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内核线程死循环检测功能，建议用户使用缺省配置即可。如果确实需要修改缺省配置，请在工

程师的指导下进行，以免引起系统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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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内核线程死循环检测功能。 
monitor kernel deadloop enable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core 
core-number&<1-64> ] ] ] 

缺省情况下，内核线程死循环检测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3) （可选）配置判定内核线程是否死循环的时长。 

monitor kernel deadloop time time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缺省情况下，当某内核线程连续运行超过 20 秒钟，则判定为死循环。 

(4) （可选）配置不检测指定内核线程是否发生了死循环。 

monitor kernel deadloop exclude-thread tid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缺省情况下，开启内核线程死循环检测功能后，会监控所有内核线程是否发生了死循环。 

(5) （可选）配置内核线程死循环后系统执行的操作。 

monitor kernel deadloop action { reboot | record-only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缺省情况下，系统检测到内核线程死循环后，执行的操作为 reboot。 

1.5.2  配置内核线程饿死检测功能 

1. 功能简介 

如果内核线程本身的触发条件没有达到，会导致该内核线程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得不到调度，我们称

这种现象为饿死。 

开启内核线程饿死检测功能后，当系统检测到某内核线程饿死时，会记录一条饿死信息供管理员查

询。 

内核线程饿死并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当触发条件达到，处于饿死状态的内核线程会自动执行。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建议用户不要随意配置内核线程饿死检测功能。如果确实需要配置，请在工程师的指导下进行，以

免引起系统异常。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内核线程饿死检测功能。 

monitor kernel starvation enable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缺省情况下，内核线程饿死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可选）配置判定内核线程是否饿死的时长。 

monitor kernel starvation time time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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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当某内核线程在 120 秒内一直没有运行，则认为该内核线程被饿死。 

(4) （可选）配置不检测指定内核线程是否发生了饿死。 

monitor kernel starvation exclude-thread tid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缺省情况下，开启内核线程饿死检测功能后，会监控所有内核线程是否发生了饿死。 

1.5.3  内核线程显示和维护 

在任意视图下，通过内核线程的显示信息，用户可以更好的了解内核线程的实时运行状态；同时，

当出现系统异常繁忙或者资源消耗异常等故障时，显示信息可以帮助用户确认出现故障的功能点，

以便尽快进行功能的恢复。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命令，可以清除内核线程的统计信息。 

表1-3 内核线程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内核线程死循环监控

参数配置 
display kernel deadloop configuration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内核线程死循环信息 display kernel deadloop show-number [ offset ]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内核线程的异常信息 display kernel exception show-number [ offset ]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内核线程的重启信息 display kernel reboot show-number [ offset ]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内核线程饿死监控参

数配置 
display kernel starvation configuration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显示内核线程饿死信息 display kernel starvation show-number [ offset ] [ verbose ]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清除内核线程死循环信息 reset kernel deadloop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清除内核线程的异常信息 reset kernel exception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清除内核线程重启信息 reset kernel reboot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清除内核线程饿死信息 reset kernel starvation [ slot slot-number [ cpu cpu-numb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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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端口镜像 

1.1  端口镜像简介 

端口镜像通过将指定端口的报文复制到与数据监测设备相连的端口，使用户可以利用数据监测设备

分析这些复制过来的报文，以进行网络监控和故障排除。 

1.1.1  基本概念 

1. 镜像源 

镜像源是指被监控的对象，配置为监控对象的端口为源端口。经镜像源收发的报文会被复制一份到

与数据监测设备相连的端口，用户就可以对这些报文（称为镜像报文）进行监控和分析了。 

2. 源设备 

镜像源所在的设备称为源设备。 

3. 镜像目的 

镜像目的是指镜像报文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即与数据监测设备相连的端口，该端口称为目的端口。

目的端口会将镜像报文转发给与之相连的数据监测设备。 

由于一个目的端口可以同时监控多个镜像源，因此在某些组网环境下，目的端口可能收到对同一报

文的多份拷贝。例如，目的端口 Port A 同时监控同一台设备上的源端口 Port B 和 Port C 收发的报

文，如果某报文从 Port B 进入该设备后又从 Port C 发送出去，那么该报文将被复制两次给 Port A。 

4. 目的设备 

目的端口所在的设备称为目的设备。 

5. 镜像方向 

镜像方向是指在镜像源上可复制哪些方向的报文： 

• 入方向：是指仅复制镜像源收到的报文。 

• 出方向：是指仅复制镜像源发出的报文。 

• 双向：是指对镜像源收到和发出的报文都进行复制。 

6. 镜像组 

镜像组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镜像源和镜像目的都要属于某一个镜像组。根据具体的实现方式不同，

镜像组可分为本地镜像组、远程源镜像组和远程目的镜像组。 

7. 反射端口、出端口和远程镜像VLAN 

反射端口、出端口和远程镜像 VLAN 都是在二层远程端口镜像的实现过程中用到的概念。远程镜像

VLAN 是将镜像报文从源设备传送至目的设备的专用 VLAN；反射端口和出端口都位于源设备上，

都用来将镜像报文发送到远程镜像 VLAN 中。 

在配置端口镜像的设备上，除源端口、目的端口、反射端口、出端口外的其他端口统称为普通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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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端口镜像的分类 

根据镜像源与镜像目的是否位于同一台设备上，可以将端口镜像分为： 

• 本地端口镜像：当源设备与数据监测设备直接相连时，源设备同时作为目的设备，即由本设

备将镜像报文转发至数据检测设备，该端口镜像称为本地端口镜像。 

• 远程端口镜像：当源设备与数据监测设备不直接相连时，与数据监测设备直接相连的设备作

为目的设备，源设备需要将镜像报文复制一份至目的设备，然后由目的设备将镜像报文转发

至数据监测设备，该端口镜像称为远程端口镜像。因源设备与目的设备之间通过二层网络进

行连接，因此远程端口镜像又称为二层远程端口镜像  

1.1.3  本地端口镜像 

图1-1 本地端口镜像示意图 

 

 

如 图 1-1 所示，现在需要设备将进入端口Port A的报文复制一份，从端口Port B将报文转发给数据

监测设备。为满足该需求，可以配置本地镜像组，其中源端口为Port A，镜像方向为入方向，目的

端口为Port B。 

1.1.4  二层远程端口镜像 

对于二层远程端口镜像，镜像源和镜像目的分属于不同设备上的不同镜像组： 

• 远程源镜像组：镜像源所在的镜像组。 

• 远程目的镜像组：镜像目的所在的镜像组。 

• 中间设备：位于源设备与目的设备之间的设备。 

二层远程端口镜像的实现包括反射端口方式和出端口方式。 

1. 反射端口方式二层远程端口镜像 

反射端口方式二层远程端口镜像报文的转发过程如 图 1-2 所示。 

(1) 源设备将进入镜像源的报文复制一份给反射端口。 

(2) 反射端口将镜像报文在远程镜像 VLAN 中广播。 

(3) 镜像报文经由中间设备转发至目的设备。 

Host

Port A

Port A

设备中的镜像过程

源端口

目的端口

Port B

Port B

原始报文

镜像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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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的设备收到该报文后判别其 VLAN ID，若与远程镜像 VLAN 的 VLAN ID 相同，则将镜像报

文通过目的端口转发给数据监测设备。 

图1-2 反射端口方式二层远程端口镜像示意图 

 

 

2. 出端口方式 

出端口方式二层远程端口镜像报文的转发过程如 图 1-3 所示。 

(1) 源设备将进入镜像源的报文复制一份给出端口。 

(2) 出端口将镜像报文转发给中间设备。 

(3) 中间设备在远程镜像 VLAN 中广播，最终到达目的设备。 

(4) 目的设备收到该报文后判别其 VLAN ID，若与远程镜像 VLAN 的 VLAN ID 相同，则将镜像报

文通过目的端口转发给数据监测设备。 

Port A
VLAN

Host

VLAN

源设备中的镜像过程

源端口

目的端口

原始报文 反射端口

Port C
Port B Port A Port B Port A

Port B

Port A Port C Port B

普通端口镜像报文



1-4 

图1-3 出端口方式二层远程端口镜像示意图 

 

 

1.2  镜像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二层远程端口镜像反射端口方式，源设备的反射端口将镜像报文在远程镜像 VLAN 中广播。因

此，可以利用远程镜像 VLAN 的原理，在本地设备上创建远程源镜像组，并指定远程镜像 VLAN，

同时将本设备上连接数据检测设备的多个端口加入该 VLAN，镜像报文在远程镜像 VLAN 中广播时

便可以从这些端口中发送出去，实现将镜像报文输出到本地多个端口的需求。而对于出端口方式则

无此实现。 

对端口入方向的报文进行镜像，则镜像后的报文携带 VLAN Tag 的情况与原始报文保持一致；对端

口出方向的报文进行镜像，则镜像后的报文始终携带报文在从源端口发送前所属VLAN的VLAN Tag。 

1.3  配置本地端口镜像 

1.3.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完成镜像源和镜像目的配置之后，本地镜像组才能生效。 

1.3.2  配置任务简介 

本地端口镜像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本地镜像组 

(2) 配置镜像源 

(3) 配置镜像目的 

1.3.3  创建本地镜像组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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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创建本地镜像组。 

mirroring-group group-id local 

1.3.4  配置镜像源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源端口时，需要注意的是： 

• 一个镜像组内可以配置多个源端口。 

• 一个源端口无论作为单向源端口还是双向源端口，都只能加入一个镜像组。 

• 源端口不能用作反射端口、出端口或目的端口。 

2. 配置源端口 

•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源端口。 

a.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b. 为本地镜像组配置源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irroring-port interface-list { both | 
inbound | outbound } 

缺省情况下，未为本地镜像组配置源端口。 

• 在接口视图下配置源端口。 

a.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b.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c. 配置当前端口为本地镜像组的源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irroring-port { both | inbound | outbound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当前端口为本地镜像组的源端口。 

1.3.5  配置镜像目的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不能在目的端口上开启生成树协议，否则会影响镜像功能的正常使用。 

从目的端口发出的报文包括镜像报文和其他端口正常转发来的报文。为了保证数据监测设备只对镜

像报文进行分析，请将目的端口只用于端口镜像，不作其他用途。 

一个镜像组内只能配置一个目的端口。 

2. 配置步骤 

•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目的端口。 

a.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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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本地镜像组配置目的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onitor-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为本地镜像组配置目的端口。 

• 在接口视图下配置目的端口。 

a.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b.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c. 配置本端口为本地镜像组的目的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onitor-por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当前端口为本地镜像组的目的端口。 

1.4  利用远程镜像VLAN实现本地镜像支持多目的端口 

1. 功能简介 

传统本地镜像配置方式仅支持在一个镜像组中配置一个目的端口，利用远程镜像 VLAN 的原理可以

将一份镜像报文同时发送到多个目的端口。 

在二层远程端口镜像中，镜像报文在远程镜像 VLAN 中以广播的方式发送，利用该原理，在本地设

备上创建远程源镜像组和远程镜像 VLAN，并将本设备上连接数据检测设备的多个端口加入该

VLAN，镜像报文在远程镜像 VLAN 中广播时即可从这些端口中发送出去，实现将镜像报文发送到

多个目的端口。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请选择设备上未被使用的端口作为反射端口，不能在该端口上连接网线，否则会影响镜像功能的正

常使用。 

端口配置为反射口时，该端口上已存在的所有配置都将被清除；在被配置为反射口后，该端口上不

能再配置其他业务功能。 

不能将源端口加入到远程镜像 VLAN 中，否则会影响镜像功能的正常使用。 

一个 VLAN 只能作为一个远程源镜像组的远程镜像 VLAN，且建议该 VLAN 只用于端口镜像，请不

要在该 VLAN 上配置其他业务功能或创建对应的 VLAN 接口。 

远程镜像 VLAN 必须为静态 VLAN，且在被配置成远程镜像 VLAN 后，该 VLAN 不能直接删除，必

须先删除远程镜像 VLAN 的配置才能够删除该 VLAN。 

设备仅支持配置一个远程镜像 VLAN。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远程源镜像组。 
mirroring-group group-id remote-source 

(3) 为远程源镜像组配置源端口。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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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irroring-port mirroring-port-list { both | 
inbound | outbound } 

 请依次执行以下命令在接口视图下配置。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irroring-port { both | inbound | outbound } 

quit 
(4) 为远程源镜像组配置反射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reflector-port reflector-port 
缺省情况下，镜像组没有反射端口。 

(5) 创建远程镜像 VLAN 并进入 VLAN 视图。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镜像组没有远程镜像 VLAN。 

(6) 将镜像目的端口加入远程镜像 VLAN。 
port interface-list 

缺省情况下，新建 VLAN 中不包含任何端口。 

(7) 退出至系统视图。 
quit 

(8) 为远程源镜像组配置远程镜像 VLAN。 
mirroring-group group-id remote-probe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镜像组没有远程镜像 VLAN。 

1.5  配置二层远程端口镜像 

1.5.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二层远程端口镜像的配置需要分别在源设备和目的设备上进行；如果存在中间设备，则需要在中间

设备上允许远程镜像 VLAN 通过，以确保源设备与目的设备之间的二层网络畅通。 

请先配置目的设备，再配中间设备，最后配源设备，以保证镜像流量的正常转发。 

在镜像报文从源设备到达目的设备的过程中，VLAN ID 不被修改或删除，否则二层远程镜像功能将

失效。 

在配置二层远程端口镜像时建议关闭 MVRP（Multiple VLAN Registration Protocol，多 VLAN 注册

协议）功能，否则 MVRP 可能将远程镜像 VLAN 注册到不需要监控的端口上，导致目的端口收到

不必要的报文。有关 MVRP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MVRP”。 

在一个镜像组中对同一个端口收发的报文进行双向镜像时，需要在源设备、中间设备和目的设备上

关闭远程镜像 VLAN 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以保证镜像功能的正常进行。关于 MAC 地址学习功

能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配置指导”中的“MAC 地址表”。 

设备不支持将二层聚合接口的成员端口配置为目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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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反射端口方式二层远程端口镜像配置任务简介 

1. 配置目的设备 

目的设备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远程目的镜像组 

(2) 配置目的端口 

(3) 配置远程镜像VLAN 

(4) 将目的端口加入远程镜像VLAN 

2. 配置源设备 

源设备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远程源镜像组 

(2) 配置镜像源 

(3) 配置反射端口 

(4) 配置远程镜像VLAN 

1.5.3  出端口方式二层远程端口镜像配置任务简介 

1. 配置目的设备 

目的设备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远程目的镜像组 

(2) 配置目的端口 

(3) 配置远程镜像VLAN 

(4) 将目的端口加入远程镜像VLAN 

2. 配置源设备 

源设备配置任务如下： 

(1) 创建远程源镜像组 

(2) 配置镜像源 

(3) 配置出端口 

(4) 配置远程镜像VLAN 

1.5.4  创建远程目的镜像组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仅目的设备需要进行本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远程目的镜像组。 
mirroring-group group-id remote-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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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配置目的端口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仅目的设备需要进行本配置。 

不能在目的端口上开启生成树协议，否则会影响镜像功能的正常使用。 

从目的端口发出的报文包括镜像报文和其他端口正常转发来的报文。为了保证数据监测设备只对镜

像报文进行分析，请将目的端口只用于端口镜像，不作其他用途。 

一个目的端口只能加入一个镜像组。 

设备不支持将二层聚合接口配置为二层端口镜像的目的端口。 

2.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目的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为远程目的镜像组配置目的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onitor-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为远程镜像组配置目的端口。 

3. 在接口视图下配置目的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本端口为远程目的镜像组的目的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onitor-por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当前端口为远程镜像组的目的端口。 

1.5.6  配置远程镜像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源设备和目的设备都需要进行本配置。 

源设备和目的设备上的远程镜像组必须使用相同的远程镜像 VLAN。 

远程镜像 VLAN 必须是已创建的静态 VLAN。 

当 VLAN 被指定为远程镜像 VLAN 后，该 VLAN 不能再作其他用途。 

设备仅支持配置一个远程镜像 VLAN。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为远程目的镜像组配置远程镜像 VLAN。 
mirroring-group group-id remote-probe vlan vlan-id 
缺省情况下，未为远程镜像组配置远程镜像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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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将目的端口加入远程镜像VLAN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仅目的设备需要进行本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目的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将目的端口加入远程镜像 VLAN。 

 将 Access 类型的目的端口加入远程镜像 VLAN。 
port access vlan vlan-id 

 将 Trunk 类型的目的端口加入远程镜像 VLAN。 
port trunk permit vlan vlan-id 

 将 Hybrid 类型的目的端口加入远程镜像 VLAN。 
port hybrid vlan vlan-id { tagged | untagged } 

有关 port access vlan、port trunk permit vlan 和 port hybrid vlan 命令的

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VLAN”。 

1.5.8  创建远程源镜像组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仅源设备需要进行本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远程源镜像组。 
mirroring-group group-id remote-source  

1.5.9  配置镜像源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仅源设备需要配置镜像源。 

配置源端口时，需要注意的是： 

• 不能将源端口加入到远程镜像 VLAN 中，否则会影响镜像功能的正常使用。 

• 一个镜像组内可以配置多个源端口。 

• 一个端口作为单向源端口最多可以加入两个镜像组（一个镜像组镜像源端口的入方向报文，

另一个镜像组镜像源端口的出方向报文），作为双向源端口最多可以加入一个镜像组。 

• 设备仅支持配置一个对源端口的出方向、或双向进行镜像的镜像组。 

• 源端口不能用作反射端口、出端口或目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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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不支持将二层聚合接口配置为镜像源端口。 

2. 配置源端口 

•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源端口。 

a.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b. 为远程源镜像组配置源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irroring-port interface-list { both | 
inbound | outbound } 

缺省情况下，未为远程镜像组配置源端口。 

• 在接口视图下配置源端口。 

a.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b.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c. 配置本端口为远程源镜像组的源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irroring-port { both | inbound | outbound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当前端口为远程镜像组的源端口。 

1.5.10  配置反射端口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仅源设备需要进行本配置。 

请选择设备上未被使用的端口作为反射端口，并不要在该端口上连接网线，否则会影响镜像功能的

正常使用。 

在将端口配置为反射端口时，该端口将恢复为缺省配置，该端口上不能再配置其他业务。 

当 IRF 端口只绑定了一个物理端口时，请勿将该物理端口配置为反射端口，以免 IRF 分裂。 

一个镜像组内只能配置一个反射端口。 

2.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反射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为远程源镜像组配置反射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reflector-port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为远程源镜像组配置反射端口。 

3. 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反射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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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本端口为远程源镜像组的反射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reflector-por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本端口为远程源镜像组的反射端口。 

1.5.11  配置出端口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仅源设备需要进行本配置。 

不能在出端口上配置生成树协议、802.1X、IGMP Snooping、静态 ARP 和 MAC 地址学习，否则

会影响镜像功能的正常使用。 

出端口不能是现有镜像组的成员端口。 

一个镜像组内只能配置一个出端口。 

2. 在系统视图下配置出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为远程源镜像组配置出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onitor-egress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为远程源镜像组配置出端口。 

(3) 进入出端口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4) 将出端口加入远程镜像 VLAN。 

 将 Trunk 类型的出端口加入远程镜像 VLAN。 
port trunk permit vlan vlan-id 

 将 Hybrid 类型的出端口加入远程镜像 VLAN。 
port hybrid vlan vlan-id { tagged | untagged } 

有关 port trunk permit vlan 和 port hybrid vlan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二层

技术-以太网交换命令参考”中的“VLAN”。 

3. 在接口视图下配置出端口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本端口为远程源镜像组的出端口。 
mirroring-group group-id monitor-egress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本端口为远程源镜像组的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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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端口镜像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镜像组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端口镜像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镜像组的配置信息 display mirroring-group { group-id | all | local | 
remote-destination | remote-source } 

 

1.7  端口镜像典型配置举例 

1.7.1  本地端口镜像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Device 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 分别连接市场部和技术部，并通过

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连接 Server。 

通过配置源端口方式的本地端口镜像，使 Server 可以监控所有进、出市场部和技术部的报文。 

2. 组网图 

图1-4 本地端口镜像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本地镜像组 1。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mirroring-group 1 local 

# 配置本地镜像组 1 的源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 和 GigabitEthernet1/0/2，对源端口收发的报

文都进行镜像，目的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3。 
[Device] mirroring-group 1 mirroring-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gigabitethernet 1/0/2 both 

[Device] mirroring-group 1 monitor-port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

GE1/0/1

GE1/0/2

GE1/0/3

Server

市场部

技术部

源端口

目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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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的端口 GigabitEthernet1/0/3 上关闭生成树协议。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GigabitEthernet1/0/3] undo stp enable 

[Device-GigabitEthernet1/0/3]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所有镜像组的配置信息。 
[Device] display mirroring-group all 

Mirroring group 1: 

    Type: Local 

    Status: Active 

    Mirroring port: 

        GigabitEthernet1/0/1  Both 

        GigabitEthernet1/0/2  Both 

    Monitor port: GigabitEthernet1/0/3 

配置完成后，用户可以通过 Server 监控所有进、出市场部和技术部的报文。 

1.7.2  二层远程端口镜像配置举例（反射端口方式） 

1. 组网需求 

在一个二层网络中，Device A、Device B、Device C 及 Server 如下图所示连接。其中，Device A
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市场部。 

通过配置二层远程端口镜像，使 Server 可以监控所有进、出市场部的报文。 

2.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C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Trunk 口，并允许 VLAN 2 的报文通过。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 A

GE1/0/1

GE1/0/2

Server

市场部

Device B Device C
GE1/0/1 GE1/0/2 GE1/0/1

GE1/0/2

源端口 目的端口反射端口普通端口

GE1/0/3
VLAN 2 V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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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远程目的镜像组 2。 
[DeviceC] mirroring-group 2 remote-destination 

# 创建 VLAN 2 作为远程镜像 VLAN。 
[DeviceC] vlan 2 

# 关闭 VLAN 2 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 
[DeviceC-vlan2] undo mac-address mac-learning enable 

[DeviceC-vlan2] quit 

# 配置远程目的镜像组 2 的远程镜像 VLAN 为 VLAN 2，目的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
在该端口上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其加入 VLAN 2。 
[DeviceC] mirroring-group 2 remote-probe vlan 2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mirroring-group 2 monitor-port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access vlan 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2 作为远程镜像 VLAN。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2 

# 关闭 VLAN 2 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 
[DeviceB-vlan2] undo mac-address mac-learning enable 

[DeviceB-vlan2]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Trunk 口，并允许 VLAN 2 的报文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口，并允许 VLAN 2 的报文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Device A 

# 创建远程源镜像组 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mirroring-group 1 remote-source 

# 创建 VLAN 2 作为远程镜像 VLAN。 
[DeviceA] vlan 2 

# 关闭 VLAN 2 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 
[DeviceA-vlan2] undo mac-address mac-learning enable 

[DeviceA-vlan2] quit 

# 配置远程源镜像组 1 的远程镜像 VLAN 为 VLAN 2，源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反射

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3。 
[DeviceA] mirroring-group 1 remote-probe v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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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 mirroring-group 1 mirroring-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both 

[DeviceA] mirroring-group 1 reflector-port gigabitethernet 1/0/3 

This operation may delete all settings made on the interface. Continue? [Y/N]: y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口，并允许 VLAN 2 的报文通过。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evice C 上所有镜像组的配置信息。 
[DeviceC] display mirroring-group all 

Mirroring group 2: 

    Type: Remote destination 

    Status: Active 

    Monitor port: GigabitEthernet1/0/2 

    Remote probe VLAN: 2 

# 显示 Device A 上所有镜像组的配置信息。 
[DeviceA] display mirroring-group all 

Mirroring group 1: 

    Type: Remote source 

    Status: Active 

    Mirroring port: 

        GigabitEthernet1/0/1  Both 

    Reflector port: GigabitEthernet1/0/3 

    Remote probe VLAN: 2 

配置完成后，用户可以通过 Server 监控所有进、出市场部的报文。 

1.7.3  二层远程端口镜像配置举例（出端口方式） 

1. 组网需求 

在一个二层网络中，Device A、Device B、Device C 及 Server 如下图所示连接。其中，Device A
通过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连接市场部。 

通过配置二层远程端口镜像，使 Server 可以监控所有进、出市场部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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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5 二层远程端口镜像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Device C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Trunk 口，并允许 VLAN 2 的报文通过。 
<DeviceC> system-view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创建远程目的镜像组 2。 
[DeviceC] mirroring-group 2 remote-destination 

# 创建 VLAN 2 作为远程镜像 VLAN。 
[DeviceC] vlan 2 

# 关闭 VLAN 2 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 
[DeviceC-vlan2] undo mac-address mac-learning enable 

[DeviceC-vlan2] quit 

# 配置远程目的镜像组 2 的远程镜像 VLAN 为 VLAN 2，目的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
在该端口上关闭生成树协议并将其加入 VLAN 2。 
[DeviceC] mirroring-group 2 remote-probe vlan 2 

[DeviceC]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mirroring-group 2 monitor-port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port access vlan 2 

[DeviceC-GigabitEthernet1/0/2] quit 

(2) 配置 Device B 

# 创建 VLAN 2 作为远程镜像 VLAN。 
<DeviceB> system-view 

[DeviceB] vlan 2 

# 关闭 VLAN 2 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 
[DeviceB-vlan2] undo mac-address mac-learning enable 

Device A

GE1/0/1

GE1/0/2

Server

市场部

Device B Device C
GE1/0/1 GE1/0/2 GE1/0/1

GE1/0/2

源端口 目的端口出端口普通端口

VLAN 2 V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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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B-vlan2]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为 Trunk 口，并允许 VLAN 2 的报文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1] quit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口，并允许 VLAN 2 的报文通过。 
[DeviceB]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DeviceB-GigabitEthernet1/0/2] quit 

(3) 配置 Device A 

# 创建远程源镜像组 1。 
<DeviceA> system-view 

[DeviceA] mirroring-group 1 remote-source 

# 创建 VLAN 2 作为远程镜像 VLAN。 
[DeviceA] vlan 2 

# 关闭 VLAN 2 的 MAC 地址学习功能。 
[DeviceA-vlan2] undo mac-address mac-learning enable 

[DeviceA-vlan2] quit 

# 配置远程源镜像组 1 的远程镜像 VLAN 为 VLAN 2，源端口为 GigabitEthernet1/0/1，出端

口为 GigabitEthernet1/0/2。 
[DeviceA] mirroring-group 1 remote-probe vlan 2 

[DeviceA] mirroring-group 1 mirroring-port gigabitethernet 1/0/1 both 

[DeviceA] mirroring-group 1 monitor-egress gigabitethernet 1/0/2 

# 配置端口 GigabitEthernet1/0/2 为 Trunk 口，允许 VLAN 2 的报文通过，并在该端口上关闭

生成树协议。 
[DeviceA]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link-type trunk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port trunk permit vlan 2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undo stp enable 

[DeviceA-GigabitEthernet1/0/2]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 Device C 上所有镜像组的配置信息。 
[DeviceC] display mirroring-group all 

Mirroring group 2: 

    Type: Remote destination 

    Status: Active 

    Monitor port: GigabitEthernet1/0/2 

    Remote probe VLAN: 2 

# 显示 Device A 上所有镜像组的配置信息。 
[DeviceA] display mirroring-group all 

Mirroring group 1: 

    Type: Remote source 

    Status: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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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roring port: 

        GigabitEthernet1/0/1  Both 

    Monitor egress port: Gigabitethernet1/0/2 

    Remote probe VLAN: 2 

配置完成后，用户可以通过 Server 监控所有进、出市场部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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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镜像 

2.1  流镜像简介 

流镜像是指将指定报文复制到指定目的地，以便于对报文进行分析和监控。 

流镜像通过 QoS 实现，设备先通过流分类匹配待镜像的报文，再通过流行为将符合条件的报文镜

像至指定目的地。该方式可以灵活配置报文的匹配条件，从而对报文进行精细区分，并将区分后的

报文镜像到目的地。有关 QoS 的详细介绍，请参见“ACL 和 QoS 配置指导”中的“QoS”。 

根据报文镜像的目的地不同，流行为可分为以下类型： 

• 流镜像到接口：将符合条件的报文复制一份到指定接口，利用数据检测设备分析接口收到的

报文。 

• 流镜像到 CPU：将符合条件的报文复制一份到 CPU（这里的 CPU 是指报文进入的成员设备

上的 CPU），通过 CPU 分析报文的内容，或者将特定的协议报文上送。 

2.2  流镜像配置限制和指导 

流镜像配置中，除 mirror-to 命令外的其他配置命令及相关显示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ACL
和 QoS 命令参考”中的“QoS 策略”。 

2.3  流镜像配置任务简介 

流镜像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流分类 

该配置用来匹配待镜像的报文。 

(2) 配置流行为 

该配置用来指定镜像报文的目的地。 

(3) 配置QoS策略 

该配置为流分类指定流行为，即指定哪些报文需要镜像到哪里。 

(4) 应用QoS策略 

请选择以下一项任务进行配置： 

 基于接口应用 

 基于VLAN应用 

 基于全局应用 

2.4  配置流分类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定义流分类，并进入流分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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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 operator { and | or } ] 

(3) 配置报文匹配规则。 
if-match match-criteria 

(4) （可选）显示用户定义流分类的配置信息。 
display traffic classifier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2.5  配置流行为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定义流行为，并进入流行为视图。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name 

(3) 配置镜像报文的目的地。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流镜像到接口。 
mirror-to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流镜像到接口。 

同一流行为中只能配置一个目的接口，多次执行该命令，仅最后一次执行的命令生效。 

 配置流镜像到 CPU。 
mirror-to cpu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流镜像到 CPU。 

(4) （可选）显示用户定义流行为的配置信息。 
display traffic behavior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2.6  配置QoS策略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定义 QoS 策略，并进入 QoS 策略视图。 
qos policy policy-name 

(3) 为流分类指定采用的流行为。 
classifier classifier-name behavior behavior-name 
缺省情况下，未为流分类指定流行为。 

(4) （可选）显示用户定义策略的配置信息。 
display qos policy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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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应用QoS策略 

2.7.1  基于接口应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将 QoS 策略应用到接口后，可以对该接口的流量进行镜像。 

一个 QoS 策略可以应用于多个接口。 

设备不支持在接口出方向应用 QoS 策略配置流镜像，且在入方向上只能应用一个 QoS 策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应用 QoS 策略到接口。 
qos apply policy policy-name inbound 

(4) （可选）显示接口上 QoS 策略的配置信息和运行情况。 
display qos policy interface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2.7.2  基于VLAN应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将 QoS 策略应用到 VLAN 后，可以对该 VLAN 内各端口的流量进行镜像。 

设备不支持在 VLAN 出方向应用 QoS 策略配置流镜像，且在入方向上只能应用一个 QoS 策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应用 QoS 策略到指定 VLAN。 
qos vlan-policy policy-name vlan vlan-id-list inbound 

(3) （可选）显示基于 VLAN 应用 QoS 策略的信息。 
display qos vlan-policy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2.7.3  基于全局应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将 QoS 策略应用到全局后，可以对设备所有端口的流量进行镜像。 

设备不支持在全局出方向应用 QoS 策略配置流镜像，且在入方向上只能应用一个 QoS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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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应用 QoS 策略到全局。 
qos apply policy policy-name global inbound 

(3) （可选）显示基于全局应用 QoS 策略的信息。 
display qos policy global 
该命令可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2.8  流镜像典型配置举例 

2.8.1  流镜像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某公司内的各部门之间使用不同网段的 IP 地址，其中市场部和技术部分别使用 192.168.1.0/24 和

192.168.2.0/24 网段，该公司的工作时间为每周工作日的 8 点到 18 点。 

通过配置流镜像，使 Server 可以监控技术部访问互联网的 WWW 流量，以及技术部在工作时间发

往市场部的 IP 流量。 

2. 组网图 

图2-1 流镜像典型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定义工作时间：创建名为 work 的时间段，其时间范围为每周工作日的 8 点到 18 点。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time-range work 8:00 to 18:00 working-day 

# 创建一个编号为 3000 的 IPv4 高级 ACL，并定义如下规则：匹配技术部访问 WWW 的报文，以

及在工作时间由技术部发往市场部的 IP 报文。 
[Device] acl advanced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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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acl-ipv4-adv-3000] rule permit tcp source 192.168.2.0 0.0.0.255 destination-port eq 
www 

[Device-acl-ipv4-adv-3000] rule permit ip source 192.168.2.0 0.0.0.255 destination 
192.168.1.0 0.0.0.255 time-range work 

[Device-acl-ipv4-adv-3000] quit 

# 创建流分类 tech_c，并配置报文匹配规则为 ACL 3000。 
[Device] traffic classifier tech_c 

[Device-classifier-tech_c] if-match acl 3000 

[Device-classifier-tech_c] quit 

# 创建流行为 tech_b，并配置流镜像到接口 GigabitEthernet1/0/3。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tech_b 

[Device-behavior-tech_b] mirror-to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3 

[Device-behavior-tech_b] quit 

# 创建 QoS 策略 tech_p，在策略中为流分类 tech_c 指定采用流行为 tech_b。 
[Device] qos policy tech_p 

[Device-qospolicy-tech_p] classifier tech_c behavior tech_b 

[Device-qospolicy-tech_p] quit 

# 将 QoS 策略 tech_p 应用到接口 GigabitEthernet1/0/4 的入方向上。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4 

[Device-GigabitEthernet1/0/4] qos apply policy tech_p inboun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4] quit 

4. 验证配置 

配置完成后，用户可以通过 Server 监控技术部访问互联网的 WWW 流量，以及技术部在工作时间

发往市场部的 IP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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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Flow 
1.1  sFlow简介 

sFlow 是一种基于报文采样的网络流量监控技术，主要用于对网络流量进行统计分析。 

1.1.1  sFlow的工作机制 

如 图 1-1 所示，sFlow系统包含嵌入在设备中的sFlow Agent和远端的sFlow Collector。其中，sFlow 
Agent通过采样机制获取接口的统计信息和数据包信息，将信息封装成sFlow报文，当存放sFlow报

文的缓冲区满或是在sFlow报文发送定时器（定时器时间间隔固定为 1 秒）超时后，会将sFlow报文

封装在UDP报文里发送到指定的sFlow Collector。sFlow Collector会对sFlow报文进行分析，并显示

分析结果。一个sFlow Collector可以监控多个sFlow Agent。 

sFlow 使用以下两种采样机制： 

• Flow 采样：基于数据包的流采样，用于获取数据包内容的相关信息。 

• Counter 采样：基于时间的接口统计信息采样，用于获取接口的统计信息。 

sFlow 可以同时采用上述两种采样机制。 

图1-1 sFlow 工作机制 

 
 

1.1.2  协议规范 

与 sFlow 相关的协议规范有： 

• RFC3176：InMon Corporation's sFlow: A Method for Monitoring Traffic in Switched and 
Routed Networks 

• sFlow.org：sFlow Version 5 

1.2  配置sFlow基本信息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由于设备会定期检查是否配置了 sFlow Agent 的 IP 地址，如果未配置，设备会自动查找一个 IPv4
地址作为 sFlow Agent 的 IP 地址。自动查找的 IP 地址信息不会保存在配置文件中。所以建议用户

手工配置 sFlow Agent 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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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上只能配置一个 sFlow Agent 的 IP 地址，新配置的 IP 地址会覆盖已有的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 sFlow Agent 的 IP 地址。 
sflow agent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sFlow Agent 的 IP 地址。 

(3) 创建并配置 sFlow Collector。 
sflow collector collector-id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 port-number | datagram-size size | time-out seconds | description 
string ]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sFlow Collector 的相关信息。 

(4) 配置 sFlow 报文的源 IP 地址。 
sflow source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缺省情况下，设备使用路由决定的源 IP 地址作为 sFlow 报文的源 IP 地址。 

1.3  配置Flow采样 

1. 功能简介 

在接口上配置 Flow 采样后，sFlow Agent 会根据配置的参数对该接口上的报文进行采样，然后将采

样报文封装为 sFlow 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配置 Flow 采样的采样模式。 
sflow sampling-mode random 

(4) 开启 Flow 采样功能并配置 Flow 采样的报文采样率，即在 rate 个报文中抽取一个报文进行

采样。 
sflow sampling-rate rate 

缺省情况下，Flow 采样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建议用户配置报文采样率为 2 的 N 次方且大于等于 8192，例如 32768。 

(5) （可选）配置在进行报文内容拷贝时，从原始报文的头部开始，允许拷贝的最大字节数。 
sflow flow max-header length 

缺省情况下，从原始报文的头部开始，允许拷贝的最大字节数为 128 字节。 

建议用户使用缺省配置。 

(6) 配置经过 Flow 采样后，sFlow Agent 输出 sFlow 报文的目的 sFlow Collector 编号。 
sflow flow collector collector-id 



 

1-3 

缺省情况下，Flow 采样和 sFlow Collector 没有绑定关系，即没有指定目的 sFlow Collector
编号。 

1.4  配置Counter采样 

1. 功能简介 

在接口上配置 Counter 采样后，sFlow Agent 会周期性提取该接口上的统计信息，然后将统计信息

封装为 sFlow 报文。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二层以太网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开启 Counter 采样功能并配置 Counter 采样的时间间隔。 
sflow counter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Counter 采样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4) 配置经过 Counter 采样后，sFlow Agent 输出 sFlow 报文的目的 sFlow Collector 编号。 
sflow counter collector collector-id 

缺省情况下，Counter 采样和 sFlow Collector 没有绑定关系，即没有指定目的 sFlow 
Collector 编号。 

1.5  sFlow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sFlow 的运行情况，通过查

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表1-1 sFlow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sFlow配置信息 display sflow 
 

1.6  sFlow典型配置举例 

1.6.1  sFlow基本组网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如 图 1-2 所示，在Device上运行sFlow Agent，并在接口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sFlow功能，

包括Flow采样（选择随机模式）和Counter采样，从而对该接口的网络流量进行监控。最后Device
将采样结果封装为sFlow报文，通过接口GigabitEthernet1/0/3 发送给sFlow Collector，sFlow 
Collector对sFlow报文进行分析并显示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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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图1-2 配置 sFlow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配置 IP 地址 

请按照 图 1-2 配置各接口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具体配置过程略。 

(2) 配置 sFlow Agent 和 sFlow Collector 信息 

# 配置 sFlow Agent 的 IP 地址。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sflow agent ip 3.3.3.1 

# 配置 sFlow Collector 信息：sFlow Collector 编号为 1，IP 地址为 3.3.3.2，端口号保持缺省

值 6343，描述信息为 netserver。 
[Device] sflow collector 1 ip 3.3.3.2 description netserver 

(3) 配置 Counter 采样 

# 在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上开启 Counter 采样功能并配置 Counter 采样的时间间隔为

120 秒。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sflow counter interval 120 

# 在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上经过 Counter 采样后，sFlow Agent 输出 sFlow 报文的目的

sFlow Collector 编号为 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sflow counter collector 1 

(4) 配置 Flow 采样 

# 在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 Flow 采样功能并配置 Flow 采样的采样模式为随机采样，

Flow 采样的报文采样率为 32768。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sflow sampling-mode random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sflow sampling-rate 32768 

# 在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上经过 Flow 采样后，sFlow Agent 输出 sFlow 报文的目的

sFlow Collector 编号为 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sflow flow collector 1 

4. 验证配置 

# 显示 sFlow 的配置和运行信息。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display sflow 

3.3.3.2/16

Host A
1.1.1.1/16

GE1/0/3
3.3.3.1/16 GE1/0/2

2.2.2.1/16
GE1/0/1

1.1.1.2/16 Server
2.2.2.2/16Device

sFlow col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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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low datagram version: 5  

Global information:  

Agent IP: 3.3.3.1(CLI)  

Source address:  

Collector information:  

ID    IP              Port  Aging      Size VPN-instance Description  

1     3.3.3.2         6343  N/A        1400              netserver  

Port information:                                                                

Interface      CID   Interval(s) FID   MaxHLen Rate     Mode      Status  

GE1/0/1        1     120         1     128     32768    Random    Active  

从上面的显示信息中可以看到开启 sFlow 功能的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处于“Active”状态，

Counter 采样的时间间隔为 120 秒，Flow 采样的报文采样率为 32768，即在 32768 个报文中抽取

一个报文进行采样，表示 sFlow 功能正在正常运行。 

1.7  sFlow常见故障处理 

1.7.1  远端的sFlow Collector无法收到sFlow报文 

1. 故障现象 

远端的 sFlow Collector 无法收到 sFlow 报文。 

2. 故障分析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 未配置 sFlow Collector 的 IP 地址； 

• 接口未配置 sFlow 采样，导致没有接口提供采样数据； 

• 配置的 sFlow Collector的 IP地址和远端的 sFlow Collector的 IP地址不同，导致远端的 sFlow 
Collector 无法收到 sFlow 报文； 

• 设备和 sFlow Collector 之间的物理连接中断； 

• 配置的 sFlow 报文的长度小于 sFlow 报文头长度与配置的采样样本长度之和。 

3. 处理过程 

(1) 执行display sflow命令，查看当前的sFlow配置信息，检查是否为sFlow特性配置错误； 

(2) 检查设备是否已经配置可以和 sFlow Collector 通信的 IP 地址； 

(3) 检查设备和 sFlow Collector 之间的物理连接是否正常； 

(4) 检查配置的 sFlow 报文的长度是否大于 sFlow 报文头长度与配置的采样样本长度（建议使用

缺省配置）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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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中心 

1.1  信息中心简介 

信息中心是设备的信息枢纽，它接收各模块生成的日志信息，能够按模块和等级将收到的日志信息

输出到控制台、监视终端、日志主机等方向，为管理员监控设备运行情况和诊断网络故障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 

1.1.1  日志信息的分类 

系统产生的日志信息共分为： 

• 普通日志：用于记录日常信息。除特殊说明外，下文中的日志均指普通日志。 

• 诊断日志：用于记录调试信息。 

• 安全日志：用于记录与认证、授权等安全相关的信息。 

• 隐藏日志：用于记录需要以日志的方式记录下来但不需要在终端上显示的信息（如用户通过

命令行输入命令的记录信息等）。 

• 调试跟踪日志：用于记录系统跟踪调试信息，调试跟踪日志信息，必须加载 devkit 包后才可

以查看，普通用户无需关注，主要提供给服务工程师定位问题。 

1.1.2  日志信息的等级 

日志信息按严重性可划分为如表 1-1所示的八个等级，各等级的严重性依照数值从 0～7依次降低。

在系统输出信息时，所有信息等级高于或等于配置等级的信息都会被输出。例如，输出规则中指定

允许等级为 6（informational）的信息输出，则等级 0～6 的信息均会被输出。 

表1-1 日志信息等级列表 

数值 信息等级 描述 

0 emergency 表示设备不可用的信息，如系统授权已到期 

1 alert 表示设备出现重大故障，需要立刻做出反应的信息，如流量超出接口上限 

2 critical 表示严重信息，如设备温度已经超过预警值，设备电源、风扇出现故障等 

3 error 表示错误信息，如接口链路状态变化等 

4 warning 表示警告信息，如接口连接断开，内存耗尽告警等 

5 notification 表示正常出现但是重要的信息，如通过终端登录设备，设备重启等 

6 informational 表示需要记录的通知信息，如通过命令行输入命令的记录信息，执行ping命
令的日志信息等 

7 debugging 表示调试过程产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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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日志信息的输出方向 

系统可以向以下方向发送日志信息：控制台（console）、监视终端（monitor）、日志缓冲区（logbuffer）、
日志主机（loghost）和日志文件（logfile）。日志信息的各个输出方向相互独立，可在开启信息中心

后分别进行配置，同一日志可同时输出到多个方向。 

1.1.4  日志信息的缺省输出规则 

日志信息的输出规则规定了各个输出方向可以输出的日志信息模块和输出的日志信息等级，日志信

息的输出方向包括控制台、监视终端、日志主机、日志缓冲区和日志文件。各个输出方向的缺省情

况如 表 1-2 所示： 

表1-2 输出方向的缺省输出规则 

输出方向 日志信息来源 开关 等级 

控制台 所有支持的模块 开 debugging 

监视终端 所有支持的模块 关 debugging 

日志主机 所有支持的模块 开 informational 

日志缓冲区 所有支持的模块 开 informational 

日志文件 所有支持的模块 开 informational 

 

1.1.5  诊断日志信息的缺省输出规则 

诊断日志信息的输出方向只有诊断日志文件。诊断日志文件不能进行输出模块和输出级别的过滤配

置，输出方向的缺省情况如 表 1-3 所示： 

表1-3 输出方向的缺省输出规则 

输出方向 日志信息来源 开关 等级 

诊断日志文件 所有支持的模块 开 debugging 

 

1.1.6  安全日志信息的缺省输出规则 

安全日志信息的输出方向只有安全日志文件。安全日志文件不能进行输出模块和输出级别的过滤配

置，输出方向的缺省情况如 表 1-4 所示： 

表1-4 输出方向的缺省输出规则 

输出方向 日志信息来源 开关 等级 

安全日志文件 所有支持的模块 关 debu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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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隐藏日志信息的缺省输出规则 

隐藏日志信息的输出方向包括日志主机、日志缓冲区和日志文件。各个输出方向的缺省情况如 表

1-5 所示： 

表1-5 输出方向的缺省输出规则 

输出方向 日志信息来源 开关 等级 

日志主机 所有支持的模块 开 informational 

日志缓冲区 所有支持的模块 开 informational 

日志文件 所有支持的模块 开 informational 

 

1.1.8  调试跟踪日志信息的缺省输出规则 

调试跟踪日志信息的输出方向只有调试跟踪日志文件。调试跟踪日志文件不能进行输出模块和输出

级别的过滤配置，输出方向的缺省情况如 表 1-6 所示： 

表1-6 输出方向的缺省输出规则 

输出方向 日志信息来源 开关 等级 

调试跟踪日志文件 所有支持的模块 开 debugging 

 

1.1.9  日志信息的格式 

1. 格式 

根据输出方向不同，日志信息的输出格式如下： 

表1-7 日志信息格式表 

输出方向 格式 举例 

控制台、监视终

端、日志缓冲区

或日志文件 

Prefix Timestamp Sysname 
Module/Level/Mnemonic: Content 

%Nov 24 14:21:43:502 2016 Sysname 
SHELL/5/SHELL_LOGIN: VTY logged in from 
192.168.1.26 

日志主机 

标准格式 

<PRI>Timestamp 
Sysname %%vvModu
le/Level/Mnemonic: 
Source; Content 

<190>Nov 24 16:22:21 2016 Sysname %%10 
SHELL/5/SHELL_LOGIN: -DevIP=1.1.1.1; VTY 
logged in from 192.168.1.26 

unicom格式 

<PRI>Timestamp 
Hostip 
vvModule/Level/Seria
l_number: Content 

<189>Oct 13 16:48:08 2016 10.1.1.1 
10SHELL/5/210231a64jx073000020: VTY 
logged in from 192.168.1.21 

cmcc格式 

<PRI>Timestamp 
Sysname %vvModule
/Level/Mnemonic: 
Source Content 

<189>Oct 9 14:59:04 2016 
Sysname %10SHELL/5/SHELL_LOGIN: VTY 
logged in from 192.16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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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介绍的格式是设备向各个输出方向发送的原始信息的格式，可能与用户最终看到的信息格

式有差异，最终显示格式与用户使用的日志解析工具有关，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2. 字段说明 

• Prefix（信息类型） 

对于输出方向为控制台、监视终端、日志缓冲区或日志文件的日志信息，时间戳前面会有一

个信息类型标识符： 

 百分号（%）：表示该日志信息为 informational 级别及以上级别的 log 日志。 

 星号（*）：表示该日志信息为 debugging 级别的 log 日志。 

 指数符号（^）：表示该日志信息为诊断日志（不区分级别）。 

• PRI（优先级） 

对于输出方向为日志主机的日志信息，时间戳前面会有一个优先级标识符。优先级的计算公

式为：facility*8+level。 

 facility 表示工具名称，由 info-center loghost 命令配置，主要用于在日志主机端标

志不同的日志来源，查找、过滤对应日志源的日志。其中，local0～local7 分别对应取值

16～23。 

 level表示日志信息的等级，具体含义请参见 表 1-1。 

• Timestamp（时间戳） 

时间戳记录了日志信息产生的时间，方便用户查看和定位系统事件。发送到日志主机和发送

到其它方向的日志信息的时间戳精度不同： 

 发送到日志主机的日志信息的时间戳精确到秒。 

 发送到其它方向的日志信息的时间戳精确到毫秒。 

发送到日志主机和发送到其它方向的日志信息的时间戳的配置命令也不同： 

 发送到日志主机的日志信息的时间戳格式由 info-center timestamp loghost命令配

置。 

 发送到其它方向的日志信息的时间戳格式由 info-center timestamp 命令配置。 

各时间戳格式的详细描述如 表 1-8 所示： 

表1-8 时间戳参数描述表 

时间戳参数 说明 举例 

boot 

系统启动后经历的时间（即设备本次运行的

持续时间），格式为：xxx.yyy，其中xxx是
系统启动后经历时间的毫秒数高32位，yyy
是低32位 

除日志主机方向外，发往其它方向的日志信

息均支持该参数 

%0.109391473 Sysname 
FTPD/5/FTPD_LOGIN: User ftp 
(192.168.1.23) has logged in successfully.

其中0.109391473即为boot格式的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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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戳参数 说明 举例 

date 

系统当前的日期和时间，格式为： 

• 日志主机：“mmm dd hh:mm:ss 
yyyy” 

• 其他方向：“MMM DD hh:mm:ss:xxx 
YYYY” 

发往所有方向的日志信息均支持该参数 

%May 30 05:36:29:579 2003 Sysname 
FTPD/5/FTPD_LOGIN: User ftp 
(192.168.1.23) has logged in successfully.

其中May 30 05:36:29:579 2003即为date
格式的时间戳 

iso 
ISO 8601中规定的时间戳格式 

只有发往日志主机方向的日志信息支持该

参数 

<189>2003-05-30T06:42:44 
Sysname %%10FTPD/5/FTPD_LOGIN(l): 
User ftp (192.168.1.23) has logged in 
successfully. 

其中2003-05-30T06:42:44即为iso格式的

时间戳 

none 不带时间信息 

发往所有方向的日志信息均支持该参数 

% Sysname FTPD/5/FTPD_LOGIN: User 
ftp (192.168.1.23) has logged in 
successfully. 

其中没有包含时间戳 

no-year-d
ate 

系统当前日期和时间，但不包含年份信息，

格式为“MMM DD hh:mm:ss:xxx” 

只有发往日志主机方向的日志信息支持该

参数 

<189>May 30 06:44:22 
Sysname %%10FTPD/5/FTPD_LOGIN(l): 
User ftp (192.168.1.23) has logged in 
successfully. 

其中May 30 06:44:22即为no-year-date
格式的时间戳 

 

• Hostip（出接口 IP 地址） 

本字段表示发送的日志信息的源 IP 地址。只有配置 info-center loghost source 后，

此字段才显示为出接口的 IP 地址，未配置时，使用 Sysname 显示。本字段只有在使用

unicom 格式发往日志主机时才存在。 

• Serial_number(设备序列号) 

本字段为当前系统的设备实体序列号，只有在使用 unicom 格式发往日志主机时才存在。 

• Sysname（主机名或主机 IP 地址） 

本字段为生成该日志信息的设备的名称或 IP 地址。用户可使用 sysname 命令修改设备的名

称。 

• %%（厂家标志） 

本字段表示本日志信息由 UNIS 设备生成。 

本字段只有在日志信息发往日志主机时才会存在。 

• vv（版本信息） 

本字段为日志信息的版本标识，取值为 10。 

本字段只有在日志信息发往日志主机时才会存在。 

• Module（模块名） 

本字段为生成该日志信息的功能模块的名称。模块列表可以通过在系统视图下输入命令

info-center source ?进行查看。 

• Level（信息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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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字段为日志信息的等级，具体说明请参见 表 1-1。 

• Mnemonic（助记符） 

本字段为该日志信息的概述，是一个不超过 32 个字符的字符串。 

• Source（定位信息） 

本字段为该日志信息的产生者，是可选字段。本字段的取值为：IRF 的成员设备编号和日志

发送者的源 IP。 

• Content（信息文本） 

本字段为该日志信息的具体内容。 

1.2  FIPS相关说明 

设备运行于 FIPS 模式时，本特性部分配置相对于非 FIPS 模式有所变化，具体差异请见本文相关描

述。有关 FIPS 模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FIPS”。 

1.3  信息中心配置任务简介 

1.3.1  普通日志配置任务简介 

普通日志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信息中心功能 

(2) 将日志信息输出到指定方向 

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控制台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监视终端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日志主机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日志缓冲区 

 配置日志信息保存到日志文件 

(3) （可选）配置日志信息的最短保存时间 

(4) （可选）配置命令行输入回显功能 

(5) （可选）抑制日志信息输出 

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重复日志抑制功能 

 禁止指定模块日志的输出 

 禁止接口生成Link up/Link down日志信息 

(6) （可选）将系统日志封装成告警信息发送 

1.3.2  隐藏日志配置任务简介 

隐藏日志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信息中心功能 

(2) 将日志信息输出到指定方向 



 

1-7 

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日志主机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日志缓冲区 

 配置日志信息保存到日志文件 

(3) （可选）配置日志信息的最短保存时间 

(4) （可选）抑制日志信息输出 

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重复日志抑制功能 

 禁止指定模块日志的输出 

1.3.3  安全日志配置任务简介 

安全日志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信息中心功能 

(2) （可选）抑制日志信息输出 

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重复日志抑制功能 

 禁止指定模块日志的输出 

(3) 配置安全日志功能 

 保存安全日志 

 管理安全日志文件 

1.3.4  诊断日志配置任务简介 

诊断日志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信息中心功能 

(2) （可选）抑制日志信息输出 

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重复日志抑制功能 

 禁止指定模块日志的输出 

(3) 配置诊断日志信息保存到诊断日志文件 

1.3.5  调试跟踪日志配置任务简介 

调试跟踪日志配置任务如下： 

(1) 开启信息中心功能 

(2) （可选）抑制日志信息输出 

请至少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重复日志抑制功能 

 禁止指定模块日志的输出 

(3) 配置调试跟踪日志文件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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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开启信息中心功能 

1. 功能简介 

开启信息中心功能后，信息中心模块才能处理各业务模块生成的日志，用户才能看到设备生成的日

志。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信息中心功能。 
info-center enable 
缺省情况下，信息中心处于开启状态。 

1.5  将日志信息输出到指定方向 

1.5.1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控制台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terminal monitor、terminal debugging、terminal logging 命令只对当前连接有效。当

终端与设备重新建立连接后，这些命令会恢复到缺省情况。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控制台时的输出规则。 
info-center source { module-name | default } console { deny | level 
severity } 

缺省情况下，日志信息的输出规则请参见“1.1.4  日志信息的缺省输出规则”。 

(3) （可选）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info-center timestamp { boot | date | none } 

缺省情况下，信息的时间戳输出格式为 date 格式。 

(4) 退回到用户视图。 
quit 

(5) 开启控制台对日志信息的监视功能。 
terminal monitor 
缺省情况下，允许日志信息输出到控制台。 

(6) 开启当前终端对调试信息的显示功能。 
terminal debugging 
缺省情况下，当前终端对调试信息的显示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7) 配置控制台显示日志信息的等级。 
terminal logging level sev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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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控制台显示的日志信息最低等级为 6（informational）。 

1.5.2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监视终端 

1. 功能简介 

监视终端是指以 AUX、VTY、TTY 类型用户线登录的用户终端。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terminal monitor、terminal debugging、terminal logging 命令只对当前连接有效。当

终端与设备重新建立连接后，这些命令会恢复到缺省情况。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监视终端时的输出规则。 
info-center source { module-name | default } monitor { deny | level 
severity } 

缺省情况下，日志信息的输出规则请参见“1.1.4  日志信息的缺省输出规则”。 

(3) （可选）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info-center timestamp { boot | date | none } 

缺省情况下，信息的时间戳输出格式为 date 格式。 

(4) 退回到用户视图。 
quit 

(5) 开启监视终端对日志信息的监视功能。 
terminal monitor 
缺省情况下，不允许日志信息输出到监视终端。 

(6) 开启当前终端对调试信息的显示功能。 
terminal debugging 
缺省情况下，当前终端对调试信息的显示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7) 配置监视终端显示日志信息的等级。 
terminal logging level severity 

缺省情况下，监视终端显示的日志信息最低等级为 6（informational）。 

1.5.3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日志主机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设备支持通过以下功能将某些业务模块的日志发送给日志主机，这些功能按优先级从高到低的顺序

依次为： 

(1) 快速日志输出 

(2) Flow 日志 

(3) 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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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业务模块，如果用户配置了高优先级的输出方式，则不再采用其他方式输出。哪些业务模

块的日志支持快速日志输出，以及快速日志输出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

“快速日志输出”；哪些业务模块的日志支持通过 Flow 日志输出，以及 Flow 日志的详细介绍请参

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中的“Flow 日志”。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日志主机时的输出规则。 
info-center source { module-name | default } loghost { deny | level 
severity } 

缺省情况下，日志信息的输出规则请参见“1.1.4  日志信息的缺省输出规则”。 

(3) （可选）配置发送日志信息时使用的源 IP 地址。 
info-center loghost sour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缺省情况下，使用出接口的主 IP 地址作为发送的日志信息的源 IP 地址。 

(4) （可选）配置发往日志主机的日志信息的输出格式。 
info-center format { unicom | cmcc } 

缺省情况下，发往日志主机的日志信息的格式为非定制格式。 

(5) （可选）配置发送的日志信息的时间戳格式。 
info-center timestamp loghost { date | iso [ with-timezone ] | 
no-year-date | none } 

缺省情况下，发往日志主机的日志信息的时间戳输出格式为 date 格式。 

(6) 配置日志主机及相关参数。 
info-center loghost { hostname |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 
port-number ] [ dscp dscp-value ] [ facility local-number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日志主机及相关参数。 

port-number 参数的值需要和日志主机侧的配置一致，否则，日志主机接收不到日志信

息。 

1.5.4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日志缓冲区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日志信息发送到日志缓冲区时的输出规则。 
info-center source { module-name | default } logbuffer { deny | level 
severity } 

缺省情况下，日志信息的输出规则请参见“1.1.4  日志信息的缺省输出规则”。 

(3) （可选）配置时间戳输出格式。 
info-center timestamp { boot | date | none } 

缺省情况下，日志信息的时间戳输出格式为 date 格式。 

(4) 允许日志信息输出到日志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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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center logbuffer 
缺省情况下，允许日志输出到日志缓冲区。 

(5) （可选）配置系统向日志缓冲区输出信息以及日志缓冲区的容量。 
info-center logbuffer size buffersize 

缺省情况下，日志缓冲区可存储 512 条信息。 

1.5.5  配置日志信息保存到日志文件 

1. 功能简介 

通过使用本特性，用户可以将系统产生的日志信息保存到设备的日志文件中以便随时查看。 

日志在保存到日志文件前，先保存在日志文件缓冲区。系统会按照指定的频率将日志文件缓冲区的

内容写入日志文件，频率一般配置为 24 小时一次，在设备比较空闲的时候（比如清晨）进行保存，

用户也可以手工触发保存。成功保存后，保存前的日志文件缓冲区里的内容会被清空。 

设备在有存储需要时，会自动生成日志文件。日志文件有容量限制，当存储介质的存储空间不足或

者存储介质有存储空间但日志文件的大小达到最大值，且日志文件写满保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系

统会使用最新日志覆盖最旧日志。 

日志文件有容量限制，当日志文件的大小达到最大值，且日志文件写满保护功能处于开启状态，不

再覆盖旧日志，而是停止记录日志。 

 

当尚未生成日志文件，且存储介质的剩余空间不足时，设备不会将新生成的日志存储到日志文件。

请定期清理存储介质的存储空间，以免影响日志文件功能。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日志信息保存到日志文件时的输出规则。 
info-center source { module-name | default } logfile { deny | level 
severity } 

缺省情况下，日志信息的输出规则请参见“1.1.4  日志信息的缺省输出规则”。 

(3) 开启日志文件功能。 
info-center logfile enable 
缺省情况下，允许日志信息输出到日志文件。 

(4) （可选）开启日志文件写满保护功能。 
info-center logfile overwrite-protection [ all-port-powerdown ] 

缺省情况下，日志文件写满保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本命令仅 FIPS 模式下支持。 

(5) （可选）配置单个日志文件最大能占用的存储空间的大小。 
info-center logfile size-quota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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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单个日志文件最大能占用的存储空间为 10MB。 

为了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info-center logfile size-quota配置的日志文件的大小最

小不能低于 1MB，最大不能超过 10MB。 

(6) （可选）配置存储日志文件的目录。 
info-center logfile directory dir-name 

缺省情况下，存放日志文件的目录为 flash:/logfile。 

该命令会在 IRF 重启或主从设备倒换后失效。 

(7) 将日志文件缓冲区中的内容保存到日志文件。请选择其中一项进行配置。 

 配置自动将日志文件缓冲区中的内容保存到日志文件。 
info-center logfile frequency freq-sec 

缺省情况下，设备自动保存日志文件的频率为 86400 秒。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手动将日志文件缓冲区中的内容保存到日志文件。 
logfile save 

1.6  配置日志信息的最短保存时间 

1. 功能简介 

使用本特性可以确保重要日志在指定时间内不被新的日志覆盖。 

日志文件和日志缓冲区有容量限制，当存储的日志达到容量限制时，系统会直接使用最新日志覆盖

最早生成的日志。配置日志信息的最短保存时间后，系统在覆盖一条日志前，会检查该日志在系统

中存在的时间（根据日志生成时间和当前系统时间计算）： 

• 如果日志存在时间小于最短保存时间，则不删除该日志，新日志保存失败； 

• 如果日志存在时间大于最短保存时间，则使用最新的日志覆盖本条日志。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日志信息的最短保存时间。 
info-center syslog min-age min-ag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日志信息的最短保存时间。 

1.7  配置命令行输入回显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用户进行命令行、参数或者 Y/N 确认信息输入时，如果被大量的日志信息打断，用户可能记不清

已经输入了哪些字符串，还需要输入哪些字符串。使用命令行输入回显功能，能够协助用户配置。

系统会在日志信息输出完毕后回显用户已有的输入或者 Y/N 确认信息，以便用户继续执行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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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启命令行输入回显功能。 
info-center synchronous 
缺省情况下，命令行输入回显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8  抑制日志信息输出 

1.8.1  配置重复日志抑制功能 

1. 功能简介 

当设备持续向某个方向发送同一条日志时，大量重复的信息会浪费设备资源和网络资源，并导致有

用的信息被淹没，不利于设备的维护。为了避免此问题，可开启重复日志抑制功能。 

开启重复日志抑制功能后，设备每产生一条新日志，会输出该日志，并开启重复日志抑制定时器： 

• 如果在抑制周期内，设备后续连续生成的日志均与该日志相同（要求日志的如下字段均完全

相同：模块名、信息等级、日志助记符、定位信息和信息文本），则系统会认为后续生成的

日志是该日志的重复日志，不再输出。等抑制周期到达时，系统会生成一条专用日志来记录

本周期内抑制的日志的内容和条数供用户查阅。 

• 如果在日志抑制周期内有其它新日志信息产生时，设备会进行以下处理： 

 系统会结束对上一条日志的抑制，并生成一条专用日志来记录抑制的日志的内容和条数供

用户查阅。 

 输出新的日志，并重启重复日志抑制定时器。 

• 如果直到抑制周期结束，系统没有生成日志，则关闭重复日志抑制定时器，且不输出任何日

志。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重复日志抑制功能。 
info-center logging suppress duplicates 
缺省情况下，重复日志抑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1.8.2  禁止指定模块日志的输出 

1. 功能简介 

当系统日志较多时，对于用户不关心的日志，可禁止指定模块日志的输出，或者禁止指定模块特定

助记符的日志输出。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禁止指定模块日志的输出。 
info-center logging suppress module module-name mnemonic { all | 
mnemonic-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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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未禁止指定模块日志的输出。 

1.8.3  禁止接口生成Link up/Link down日志信息 

1. 功能简介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所有接口在接口状态改变时都会生成 Link up/Link down 的日志信息。为了方

便管理，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禁止某些接口生成接口 Link up/Link down 的日志信息： 

• 用户只关心某个或某些接口的状态时，可以使用该功能禁止其它接口生成 Link up/Link down
日志信息。 

• 某个接口的状态因不稳定而频繁地改变，生成大量的 Link up/Link down 日志信息时，可以使

用该功能禁止该接口生成 Link up/Link down 日志信息。 

使用本特性后，如果接口状态改变，将不再生成接口 Link up/Link down 的日志信息。这样可能会

影响用户监控接口状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建议采用缺省配置。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禁止接口生成 Link up/Link down 日志信息。 
undo enable log updown 
缺省情况下，允许所有接口在状态发生改变时生成接口 Link up 和 Link down 的日志信息。 

1.9  将系统日志封装成告警信息发送 

1. 功能简介 

使用本特性后，设备除了根据输出规则将日志输出到各方向外，还会将日志信息封装成告警信息，

发送到 SNMP 模块和日志告警缓冲区。 

• 发送到 SNMP 模块后，是否输出到目的主机，以 Trap 还是 Inform 形式发送，由 SNMP 模块

的配置决定，关于告警信息以及 SNMP 配置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络管理和监控配置指导”

中的“SNMP”。 

• 发送到日志告警缓冲区后，用户可通过“日志告警缓冲区对应的 MIB 节点”来直接读取日志

信息封装成的告警信息。用户还可通过 info-center syslog trap buffersize 命令来

配置日志告警缓冲区的大小。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将系统日志封装成告警信息发送。 
snmp-agent trap enable syslog 
缺省情况下，系统日志不会封装成告警信息发送。 

(3) 配置日志告警缓冲区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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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center syslog trap buffersize buffersize 

缺省情况下，日志告警缓冲区的大小为 1024 条。 

1.10  配置安全日志功能 

1.10.1  保存安全日志 

1. 功能简介 

查看系统日志是了解设备状态、定位和排除网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而在系统日志中与设备安全

相关的安全日志显得尤为重要。但通常情况下，安全日志与其它日志一同输出，经常被淹没在大量

的系统日志中，很难识别、不便于查看。针对这个问题，系统提供了安全日志同步保存功能。安全

日志同步保存功能的配置和安全日志文件的管理相互分离，安全日志文件实行专人专管。 

开启安全日志同步保存功能后，系统将安全日志进行集中处理：当生成的日志信息中有安全日志，

在不影响日志信息现有输出规则的前提下，系统会将安全日志信息同步保存到专用的安全日志文件。

这样既实现了安全日志的集中管理，又有利于用户随时快捷地查看安全日志，了解设备状态。 

安全日志会先被输出到安全日志文件缓冲区（security-logfile buffer），系统会按照配置中指定的频

率将安全日志文件缓冲区的内容写入安全日志文件（安全日志管理员也可以手工触发保存）。当安

全日志文件缓冲区里的内容成功保存到安全日志文件后，安全日志文件缓冲区会被立即清空。系统

只支持单个安全日志文件。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安全日志文件写满并收到新的安全日志时，新安全日志会覆盖安全日志文件中的旧安全日志。为了

防止安全日志的丢失，用户可以配置安全日志文件使用率告警上限。当达到上限时，系统会输出日

志信息提醒用户，此时，用户可以使用安全日志管理员身份登录设备，将安全日志文件进行备份，

以防止重要历史数据丢失。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安全日志同步保存功能。 
info-center security-logfile enable 
缺省情况下，安全日志同步保存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3) 配置设备自动保存安全日志文件的频率。 
info-center security-logfile frequency freq-sec 

缺省情况下，设备自动保存安全日志文件的频率为 86400 秒。 

(4) （可选）配置单个安全日志文件最大能占用的存储空间的大小。 
info-center security-logfile size-quota size 

缺省情况下，单个安全日志文件最大能占用的存储空间的大小为 10MB。 

(5) （可选）配置安全日志文件使用率的告警上限。 
info-center security-logfile alarm-threshold usage 

缺省情况下，安全日志文件使用率的告警门限是80。即当安全日志文件使用率达到80％时，

系统会发出日志提醒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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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管理安全日志文件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只有具有安全日志管理员角色的用户登录设备后，才能管理完全日志文件。安全日志管理员的相关

配置请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AAA”。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修改存储安全日志文件的路径。 
info-center security-logfile directory dir-name 

缺省情况下，存储安全日志文件路径为存储设备根目录下的 seclog 文件夹。 

该命令会在 IRF 重启或主从设备倒换后失效。 

(3)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手动将安全日志文件缓冲区中的内容全部保存到安全日志文

件。 
security-logfile save 

(4) （可选）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显示安全日志文件的概要信息。 
display security-logfile summary 

1.11  配置诊断日志信息保存到诊断日志文件 

1. 功能简介 

通过使用本特性，用户可以将系统产生的诊断日志信息保存到设备的诊断日志文件中以便随时查看。 

诊断日志在保存到诊断日志文件前，先保存在诊断日志文件缓冲区。系统会按照指定的频率将诊断

日志文件缓冲区的内容写入诊断日志文件，频率一般配置为 24 小时一次，在设备比较空闲的时候

（比如清晨）进行保存，用户也可以手工触发保存。成功保存后，保存前的诊断日志文件缓冲区里

的内容会被清空。 

诊断日志文件有容量限制，当诊断日志文件的大小达到最大值时，系统会使用最新日志覆盖最旧日

志。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开启诊断日志保存功能。 
info-center diagnostic-logfile enable 
缺省情况下，诊断日志同步保存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3) （可选）配置单个诊断日志文件最大可占用的存储空间的大小。 
info-center diagnostic-logfile quota size 

缺省情况下，单个诊断日志文件最大能占用的存储空间为 10MB。 

为了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info-center diagnostic-logfile quota 配置的日志文件

的大小最小不能低于 1MB，最大不能超过 1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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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配置存储诊断日志文件的目录。 
info-center diagnostic-logfile directory dir-name 

缺省情况下，存储诊断日志文件路径为 flash:/diagfile。 

该命令会在 IRF 重启或 Master 和 Slave 倒换后失效。 

(5) 将诊断日志文件缓冲区中的内容保存到诊断日志文件。 

 配置自动保存的频率将诊断日志文件缓冲区中的内容保存到诊断日志文件。 
info-center diagnostic-logfile frequency freq-sec 

缺省情况下，设备自动保存诊断日志文件的频率为 86400 秒。 

 在任意视图下执行以下命令，手动将诊断日志文件缓冲区中的内容保存到诊断日志文件。 
diagnostic-logfile save 

1.12  配置调试跟踪日志文件的大小 

1. 功能简介 

设备在调试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调试跟踪日志。如果调试跟踪日志文件存储空间太小，可能会导

致日志被很快覆盖，不利于定位问题。使用本特性，可以用来配置调试跟踪日志文件最大能占用的

存储空间的大小。系统只支持单个跟踪调试日志文件。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配置调试跟踪日志文件最大可占用的存储空间的大小。 
info-center trace-logfile quota size 
缺省情况下，调试跟踪日志文件最大能占用的存储空间的大小为 1MB。 

1.13  信息中心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信息中心的运行情况，通过

查看显示信息验证配置的效果。 

在用户视图下执行 reset logbuffer 命令可以将日志缓冲区的统计信息清除。 

表1-9 信息中心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诊断日志文件的配置 display diagnostic-logfile summary 

显示各个输出方向的信息 display info-center 

显示日志缓冲区的状态和日志缓冲区记录

的日志信息 
display logbuffer [ reverse ] [ level severity | size 
buffersize | slot slot-number ] * 

显示日志缓冲区的概要信息 display logbuffer summary [ level severity | slot 
slot-number ] * 

显示日志文件的配置 display logfil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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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安全日志文件的概要信息（只有安全日

志管理员才能执行该命令） 
display security-logfile summary 

清除日志缓冲区内的信息 reset logbuffer 

 

1.14  信息中心典型配置举例 

1.14.1  日志发送到控制台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将信息等级高于等于 warning 的日志信息发送到控制台上； 

允许输出日志信息的模块为 FTP。 

2. 组网图 

图1-1 日志信息发送到控制台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开启信息中心功能。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info-center enable 

# 关闭控制台方向所有模块日志信息的输出开关。 
[Device] info-center source default console deny 

 

由于系统对各方向允许输出的日志信息的缺省情况不一样，所以配置前必须将所有模块指定方向

（本例为 console）上日志信息的输出开关关闭，再根据当前的需求配置输出规则，以免输出太多

不需要的信息。 

 

# 配置输出规则：允许 FTP 模块的、等级高于等于 warning 的日志信息输出。 
[Device] info-center source ftp console level warning 

[Device] quit 

# 开启终端显示功能（该功能缺省情况下为开启状态）。 
<Device> terminal logging level 6 

<Device> terminal monitor 

The current terminal is enabled to display logs. 

以上命令配置成功后，如果指定的模块产生了日志信息，信息中心会自动把这些日志发送到控制台，

在控制台的屏幕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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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日志发送到Unix日志主机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将系统的日志信息发送到 Unix 日志主机； 

将信息等级高于等于 informational 的日志信息将会发送到日志主机上； 

仅允许输出日志信息的模块为 FTP。 

2. 组网图 

图1-2 日志信息发送到 Unix 日志主机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配置前请确保 Device 和 PC 之间路由可达。（具体配置步骤略） 

(1) Device 上的配置 

# 开启信息中心功能。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info-center enable 

# 配置发送日志信息到 IP 地址为 1.2.0.1/16 的日志主机，日志主机记录工具为 local4。 
[Device] info-center loghost 1.2.0.1 facility local4 

# 关闭 loghost 方向所有模块日志信息的输出开关。 
[Device] info-center source default loghost deny 

 

由于系统对各方向允许输出的日志信息的缺省情况不一样，所以配置前必须将所有模块指定

方向（本例为 loghost）上日志信息的输出开关关闭，再根据当前的需求配置输出规则，以免

输出太多不需要的信息。 

 

# 配置输出规则：允许 FTP 模块的、等级高于等于 informational 的日志信息输出到日志主机

（注意：允许输出信息的模块由产品决定）。 
[Device] info-center source ftp loghost level informational 

(2) 日志主机上的配置 

下面以 Solaris 操作系统上的配置为例介绍日志主机上的配置，在其它厂商的 Unix 操作系统

上的配置操作基本类似。 

a. 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日志主机。 

b. 在/var/log/路径下为 Device 创建同名日志文件夹 Device，在该文件夹创建文件 info.log，
用来存储来自 Device 的日志。 
# mkdir /var/log/Device 

# touch /var/log/Device/info.log 

c. 编辑/etc/路径下的文件 syslog.conf，添加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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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ice configuration messages 

local4.info /var/log/Device/info.log 

以上配置中，local4 表示日志主机接收日志的工具名称，info 表示信息等级。Unix 系统会

把等级高于等于 informational 的日志记录到/var/log/Device/info.log 文件中。 

 

在编辑/etc/syslog.conf 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 注释必须独立成行，并以字符#开头。 

• 在文件名之后不得有多余的空格。 

• /etc/syslog.conf 中指定的工具名称及信息等级与 Device 上 info-center loghost 和
info-center source 命令的相应参数的指定值要保持一致，否则日志信息可能无法正确

输出到日志主机上。 

 

d. 查看系统守护进程 syslogd 的进程号，中止 syslogd 进程，并重新用-r 选项在后台启动

syslogd，使修改后配置生效。 
# ps -ae | grep syslogd 

147 

# kill -HUP 147 

# syslogd -r & 

进行以上操作之后，Device 的日志信息会输出到 PC，PC 会将这些日志信息存储到相应的文

件中了。 

1.14.3  日志发送到Linux日志主机的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系统的日志信息发送到 Linux 日志主机上； 

将信息等级高于等于 informational 的日志信息发送到日志主机上； 

仅允许输出日志信息的模块为 FTP。 

2. 组网图 

图1-3 日志信息发送到 Linux 日志主机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配置前请确保 Device 和 PC 之间路由可达，具体配置步骤略。 

(1) Device 上的配置 

# 开启信息中心功能。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info-center enable 

#配置发送日志信息到 IP 地址为 1.2.0.1/16 的日志主机，日志主机记录工具为 local5。 



 

1-21 

[Device] info-center loghost 1.2.0.1 facility local5 

# 关闭 loghost 方向所有模块日志信息的输出开关。 
[Device] info-center source default loghost deny 

 

由于系统对各方向允许输出的日志信息的缺省情况不一样，所以配置前必须将所有模块的需

求方向（本例为 loghost）上日志信息的输出开关关闭，再根据当前的需求配置输出规则，以

免输出太多不需要的信息。 

 

# 配置输出规则：允许 FTP 模块、等级高于等于 informational 的日志信息输出到日志主机。 
[Device] info-center source ftp loghost level informational 

(2) 日志主机上的配置 

下面以 Solaris 操作系统上的配置为例介绍日志主机上的配置，在其它厂商的 Unix 操作系统

上的配置操作基本类似。 

a. 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日志主机。 

b. 在/var/log/路径下为 Device 创建同名日志文件夹 Device，在该文件夹创建文件 info.log，
用来存储来自 Device 的日志。 
# mkdir /var/log/Device 

# touch /var/log/Device/info.log 

c. 编辑/etc/路径下的文件 syslog.conf，添加以下内容。 
# Device configuration messages 

local5.info /var/log/Device/info.log 

以上配置中，local5表示日志主机接收日志的工具名称，info表示信息等级。Linux系统会

把等级高于等于 informational 的日志记录到/var/log/Device/info.log 文件中。 

 

在编辑/etc/syslog.conf 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 注释必须独立成行，并以字符#开头。 

• 在文件名之后不得有多余的空格。 

• /etc/syslog.conf 中指定的工具名称及信息等级与 Device 上 info-center loghost
和 info-center source 命令的相应参数的指定值要保持一致，否则日志信息可能

无法正确输出到日志主机上。 

 

d. 第四步：查看系统守护进程syslogd的进程号，中止syslogd进程，并重新用-r选项在后台

启动 syslogd，使修改后配置生效。对 Linux 日志主机，必须保证 syslogd 进程是以-r 选项

启动。 
# ps -ae | grep syslogd 

147 

# kill -9 147 

# syslogd -r & 

进行以上操作之后，系统就可以在相应的文件中记录日志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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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cket Capture 
1.1  Packet Capture简介 

Packet Capture 是一种报文捕获及分析特性。使用该特性能够捕获设备接口的入方向报文，并将这

些报文信息直接在用户的登录终端上显示或者存储为 pcap 格式的文件，方便用户后续查看。使用

该特性还可以解析 pcap 或 pcapng 报文文件。 

1.2  构建捕获过滤规则 

1.2.1  过滤规则的构成 

Packet Capture 可以使用过滤表达式指定过滤规则，对需要捕获、显示的报文进行过滤，仅捕获、

显示用户关心的报文。 

过滤规则由关键字和操作符组合而成： 

• 关键字又分为： 

 常量关键字：该类关键字为固定的字符串。使用时，用户需完整输入该关键字。 

 变量关键字：该类关键字形式固定，但内容可变。用户可自定义该关键字的取值。 

• 操作符分为逻辑操作符、运算操作符和比较操作符。 

关于捕获过滤规则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页：http://wiki.wireshark.org/CaptureFilters。 

关于显示过滤规则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网页：http://wiki.wireshark.org/DisplayFilters。 

1.2.2  捕获过滤规则关键字 

1. 常量关键字 

表1-1 常量关键字 

常量关键字类型 描述 关键字 

协议 
捕获指定协议的报文 

如果没有指明协议类型，则捕获Packet Capture支持

的所有协议的报文 

支持的协议有：arp、icmp、ip、ipv6、
tcp、udp等 

报文传输方向 
捕获指定传输方向的报文 

如果没有指定本关键字，缺省报文传输方向为源或目

的方向。比如port 23等价于src or dst port 23

• src：表示源方向 

• dst：表示目的方向 

• src or dst：表示源或目的方向 

报文传输方向类

型 

捕获指定的报文传输方向类型的报文 

如果没有指定本类关键字，缺省报文传输方向类型为

主机。比如src 2.2.2.2 等价于src host 
2.2.2.2 

• host：表示主机 

• net：表示网段 

• port：表示端口号 

• portrange：表示端口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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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关键字类型 描述 关键字 

特殊关键字 - 

• broadcast：表示捕获广播报文 

• multicast：表示捕获组播报文、

广播报文 

• less：表示小于等于 

• greater：表示大于等于 

• len：表示报文长度 

• vlan：表示捕获 VLAN 报文 

 

2. 变量关键字 

捕获过滤规则的变量关键字不可以单独使用，其前需要使用常量关键字对其进行修饰。 

协议类型常量关键字、broadcast 和 multicast 关键字不能对变量关键字进行修饰。其它的常量关键

字不可单独使用，其后需要使用变量关键字。 

表1-2 变量关键字 

变量关键字类型 举例 

整型 使用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或十六进制形式表示。例如：port 23，表示端口号为23

整型范围 使用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形式和“-”表示。例如：portrange 100-200，
表示端口号范围为100到200 

IPv4地址 使用点分十进制格式表示。例如：src 1.1.1.1，表示源主机IPv4地址是1.1.1.1 

IPv6地址 使用冒号分十六进制格式表示。例如：dst host 1::1，表示报文的目的主机IPv6地址是
1::1 

IPv4网段 

使用IPv4地址和掩码或者IPv4网络号表示。以下两种表达式等价： 

• src 1.1.1，表示源主机的 IPv4 网段为 1.1.1 

• src net 1.1.1.0/24，表示源主机的 IPv4 网段为 1.1.1.0/24 

IPv6网段 
使用IPv6地址和网络前缀表示。例如：dst net 1::/64，表示目的IPv6网段为1::/64 

需要注意的是，指定IPv6网段变量关键字时，必须指定net常量关键字 

 

1.2.3  捕获过滤规则操作符 

1. 逻辑操作符 

逻辑操作符的逻辑运算顺序为从左到右，其中非操作符优先级最高，与操作符和或操作符的优先级

相同。 

表1-3 逻辑操作符 

逻辑操作符 描述 

!或者not 非操作符。表示对捕获过滤规则取反操作 

&&或者and 与操作符。表示连接多个捕获过滤规则。当此操作符连接多个过滤规则时，报文符合此操作

符连接的全部过滤规则，才会过滤成功，否则，过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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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操作符 描述 

||或者or 或操作符。表示对多个捕获过滤规则进行选择，只要满足一个过滤规则，则过滤成功，否则，

过滤失败 

 

2. 运算操作符 

表1-4 运算操作符 

运算操作符 描述 

+ 加法运算符，用来将其两侧的值加到一起 

- 减法运算符，用来将它前面的数值减去它后面的数值 

* 乘法运算符，用来将其两侧的值相乘 

/ 除法运算符，用来将其左边的值被右边的值 

& 按位与，用来将其两侧的数值逐位进行比较产生一个新值。对于每一位，只有两个操作数的

对应位都为1时结果才为1 

| 按位或，用来将其两侧的操作数逐位进行比较产生一个新值。对于每一位，如果其中任意操

作数中对应的位为1，那么结果位就为1 

<< 按位左移，用来将其左侧操作数的每位向左移动，移动的位数由其右侧操作数指定 

>> 按位右移，用来将其左侧操作数的每位向右移动，移动的位数由其右侧操作数指定 

[ ] 取位运算符，与协议类型关键字结合使用。例如：ip[6]，表示IP报文偏移6个字节后，取得

的一个字节的值 

 

3. 比较操作符 

表1-5 比较操作符分类 

比较操作符 描述 

= 相等，判断两侧操作数是否相等。例如：ip[6]=0x1c，表示捕获IPv4报文数据域偏移6字节，

取得的一个字节值为0x1c的报文 

!= 不等，判断两侧操作数是否不等。例如：len!=60，表示捕获报文长度不等于60字节的报文

> 大于，判断左侧操作数大于右侧操作数。例如：len>100，表示捕获报文长度大于100字节的

报文 

< 小于，判断左侧操作数小于右侧操作数。例如：len<100，表示捕获报文长度小于100字节的

报文 

>= 大于等于，判断左侧操作数大于等于右侧操作数；与常量关键字greater等价。例如：

len>=100，表示捕获报文长度大于等于100字节的报文 

<= 小于等于，判断左侧操作数小于等于右侧操作数；与常量关键字less等价。例如：len<=100，
表示捕获报文长度小于等于100字节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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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捕获过滤规则表达式 

1. 逻辑操作符表达式 

由关键字和逻辑运算符组合的捕获过滤表达式。例如：not port 23 and not port 22，表示捕获端口

号既不是 23，又不是 22 的报文；port 23 or icmp，表示捕获端口号是 23 或 ICMP 协议的报文。 

由逻辑操作符连接的多个变量关键字，可以使用同一个常量关键字进行修饰（就近原则），例如：

src 192.168.56.1 or 192.168.27，表示捕获的源 IPv4 地址为 192.168.56.1 或者源 IPv4 网段为

192.168.27 的报文。上述表达式与“src 192.168.56.1 or src 192.168.27”等价。 

2. expr relop expr表达式 

由关键字、运算操作符和比较操作符组合的捕获过滤表达式。其中，expr 是算术表达式；relop
为比较操作符。例如：len+100>=200，表示捕获长度大于等于 100 字节的报文。 

3. proto [ expr:size ]表达式 

由协议类型关键字和运算操作符“[ ]”组合的捕获过滤表达式。其中，proto 表示协议类型，expr
为算术表达式，表示偏移量，size 为整数，表示字节个数，缺省值为 1。proto [ expr:size ]
的返回值为从 proto 协议报文数据区域起始位置，偏移 expr 个字节开始，取 size 个字节的数

据。例如： ip[0]&0xf != 5，表示捕获第一个字节与 0x0f 按位相与得到的值不是 5 的 IP 报文。 

expr:size 也可以使用表达式的名称表示。例如：icmptype 表示 ICMP 报文的类型域，则表达式：

icmp [icmptype]=0x08，表示捕获 icmp 的 type 字段的值为 0x08 的报文。 

4. vlan vlan_id表达式 

由关键字 vlan、逻辑操作符等组合的捕获过滤表达式。其中，vlan_id 为整型，表示 VLAN 编号。

例如，vlan 1 and ip4，表示捕获 VLAN 编号为 1 的 IPv4 报文。 

需要注意的是： 

• 对于带 VLAN tag 且接口允许通过的报文，必须使用此类捕获过滤表达式且关键字 vlan 要在

其它捕获过滤条件之前指定，否则不能正常过滤。例如：vlan 3 and src 192.168.1.10 and dst 
192.168.1.1，表示捕获 VLAN 3 内、192.168.1.10 发往 192.168.1.1 的报文。 

• 对于接口收到的不带 VLAN tag 的报文，设备会在报文头中添加 VLAN tag，为了捕获该类报

文，必须在捕获过滤规则中设置过滤条件为“vlan xx”。对于三层报文，xx 为报文出接口的

缺省 VLAN ID；对于二层报文，xx 为入接口的缺省 VLAN ID。 

1.3  构建显示过滤规则 

当进行显示过滤时，所有报文仍然保存在捕获报文文件中；显示过滤只是将符合显示过滤条件的报

文显示出来，不会改变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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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显示过滤规则关键字 

1. 常量关键字 

表1-6 常量关键字 

常量关键

字类型 描述 关键字 

协议 
显示指定协议的报文 

如果没有指明协议类型，则显示捕获的所有协议的报文 
支持的协议有：eth、ip、ipv6、tcp、
udp、icmp、http、ftp、telnet等 

报文字段 

指定报文的特定字段 

使用点“.”表示包含关系，格式为：
protocol.field[.level1-subfield]…[.leveln-su
bfield] 

例如： 

• tcp.flags.syn 表示 tcp 协议报

文 flags 字段中的 syn 位 

• tcp.port 表示 tcp 协议的 port
字段 

 

2. 变量关键字 

报文字段的取值为变量关键字。报文的各个字段具有不同的类型，如 表 1-7 所示。 

表1-7 变量关键字的类型 

字段类型 举例 

整型 

将整型字段值用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形式表示。以下几种表达方式等价：

• ip.len le 1500 

• ip.len le 02734 

• ip.len le 0x436 

表示显示IP报文长度小于等于1500字节的报文信息 

布尔变量 
不使用其它操作符，单独使用报文字段，则默认指定字段的类型为布尔类型。例如： 
tcp.flags.syn，表示如果捕获到的报文存在tcp.flags.syn字段，则表达式的值为真，显示

过滤成功；否则为假，显示过滤失败 

MAC地址（6字节） 

MAC地址使用以下三种分隔符表示：分号“:”、点“.”或者破折号“-”；分隔符可以

在两个或者四个字节间使用。以下几种方式等价： 

• eth.dst==ff:ff:ff:ff:ff:ff 

• eth.dst==ff-ff-ff-ff-ff-ff 

• eth.dst ==ffff.ffff.ffff 

以上的显示过滤表达式表示显示目的MAC地址为ffff.ffff.ffff的报文信息 

IPv4地址 

IPv4地址使用点分十进制格式表示。例如： 

• ip.addr==192.168.0.1，表示显示源或者目的 IP 地址为 192.168.0.1 的报文信息 

• ip.addr==129.111.0.0/16，表示显示源或者目的 IP 地址属于 129.111 网段的报文信

息 

IPv6地址 

IPv6地址使用冒号分十六进制格式表示。例如： 

• ipv6.addr==1::1 表示显示源或者目的 IPv6 地址为 1::1 的报文信息 

• ipv6.addr==1::/64 表示显示源或者目的 IPv6 地址属于 1::/64 网段的报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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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类型 举例 

字符串 
一些报文字段类型为字符串。例如，http.request version=="HTTP/1.1"表示显示http报文

的request version字段为字符串HTTP/1.1的报文信息，双引号表示报文字段内容为字符

串 

 

1.3.2  显示过滤规则操作符 

1. 逻辑操作符 

逻辑操作符的逻辑运算顺序为从左到右。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为：括号操作符、非操作符、与操作

符和或操作符，其中与操作符和或操作符的优先级相同。 

表1-8 显示过滤逻辑操作符 

英文 描述和举例 

!或not 非操作符。表示对显示过滤规则取反操作 

&&或and 与操作符。表示连接多个显示过滤规则 

||或or 或操作符。表示对多个显示过滤规则进行选择 

[ ] 括号操作符。与协议名称组合使用，详细介绍请参见“1.3.3  4. proto[…]表达式” 

 

2. 比较操作符 

表1-9 显示过滤比较操作符 

分类 描述和举例 

eq或== 相等，判断两侧操作数是否相等。例如：ip.src==10.0.0.5，表示显示源IP地址为10.0.0.5的报文信息

ne或!= 不等，判断两侧操作数是否不等。例如：ip.src!=10.0.0.5，表示显示源IP地址不是10.0.0.5的报文信

息 

gt或> 大于，判断左侧操作数大于右侧操作数。例如：frame.len>100，表示显示捕获的帧长度大于100字节

的帧信息 

lt或< 小于，判断左侧操作数小于右侧操作数。例如：frame.len<100，表示显示捕获的帧长度小于100字节

的帧信息 

ge 或>= 大于等于，判断左侧操作数大于等于右侧操作数。例如：frame.len ge 0x100，表示显示捕获的帧长

度大于等于256字节的帧信息 

le或<= 小于等于，判断左侧操作数小于等于右侧操作数。例如：frame.len le 0x100表示显示捕获的帧长度

小于等于256字节的帧信息 

 

1.3.3  显示过滤规则表达式 

1. 逻辑操作符表达式 

由关键字和逻辑运算符组合的显示过滤表达式。例如：ftp or icmp，表示显示所有 ftp 协议和 icmp
协议报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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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较操作符表达式 

由关键字和比较运算符组合的显示过滤表达式。例如：ip.len<=28，表示显示所有 IP 报文的长度字

段小于等于 28 字节的 IP 报文。 

3. 报文字段表达式 

只由报文字段组成的显示过滤表达式，作用是显示存在某一具体字段的报文信息。例如：

tcp.flags.syn，表示显示所有存在 tcp.flags.syn 位的报文。 

4. proto[…]表达式 

由协议类型和运算操作符“[ ]”组合的显示过滤表达式，proto[…]的类型为十六进制整型，其中，

proto 表示协议类型、字段。括号操作符内容有以下两种表达方式： 

• [n:m]，n 表示偏移位置，m 表示指定的字节数；表示从偏移 n 个字节位置开始取后面 m 个字

节数据。例如：eth.src[0:3]==00:00:83，表示源 MAC 地址的前三个字节分别为 0x00、0x00、
0x83。 

• [n-m]，n 表示偏移起始位置，m 表示偏移结束位置；表示从偏移 n 个字节位置取到第 m 个字

节位置，共取 m-n+1 个字节数据。例如：eth.src[1-2]==00:83，表示 MAC 地址的第二个字节

和第三个字节分别为 0x00、0x83。 

• [n]，与[n:1]等价，表示取偏移 n 个字节位置的一个字节数据。例如：eth.src[2]==83，表示

MAC 地址的第三个字节为 0x83。 

1.4  配置准备 

(1) 使用boot-loader或install命令安装Packet Capture特性软件包。关于boot-loader
和 install 命令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命令参考”中的“软件升级”。 

(2) 重新登录设备。 

1.5  配置报文捕获 

1.5.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在使用本功能的过程中，会阻断当前配置终端的输入，用户不能输入其它命令对设备进行操作，只

有当报文捕获/显示结束时，配置终端才能输入其它命令。在大流量背景下退出捕获报文，可能会有

延时。 

1.5.2  配置报文捕获并将捕获的报文保存到本地 

请在用户视图执行以下命令，配置报文捕获并将捕获的报文保存到本地。 
packet-captur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capture-filter 
capt-expression | limit-captured-frames limit | limit-frame-size bytes | 
autostop filesize kilobytes | autostop duration seconds | autostop files 
numbers | capture-ring-buffer filesize kilobytes | capture-ring-buffer 
duration seconds | capture-ring-buffer files numbers ] * write filepath [ raw 
| { brief | verbos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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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配置报文捕获并将捕获的报文显示到登录终端 

请在用户视图执行以下命令，配置报文捕获并将捕获的报文显示到登录终端。 
packet-capture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 capture-filter 
capt-expression | display-filter disp-expression | limit-captured-frames 
limit | limit-frame-size bytes | autostop duration seconds ] * [ raw | { brief 
| verbose } ] * 

1.6  停止报文捕获 

1. 功能简介 

在配置报文捕获时，用户可通过参数来实现自动停止报文捕获。在报文捕获过程中，使用本功能可

手工停止报文捕获。 

2. 配置步骤 

执行快捷键<Ctrl+C>，可结束报文捕获。 

1.7  解析并显示报文文件 

1. 功能简介 

用户将捕获的报文保存到报文文件后，可以： 

• 将文件上传到 FTP/TFTP 服务器，再通过第三方软件 Wireshark 解析并显示报文文件的内容。 

• 使用 packet-capture read 命令，在设备本地解析并显示报文文件的内容。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使用快捷键<Ctrl+C>可停止解析/显示本地报文文件。 

3. 配置步骤 

请在用户视图执行以下命令，解析并显示本地报文文件。 
packet-capture read filepath [ display-filter disp-expression ] [ raw | 
{ brief | verbose } ] * 

1.8  Packet Capture典型配置举例 

1.8.1  报文捕获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在设备的二层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上开启报文捕获功能。需要捕获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入方向上的、VLAN 3 的、192.168.1.10 到 192.168.1.1 以及 192.168.1.11 到 192.168.1.1 的所有

软件转发报文和硬件转发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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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1) 安装 Packet Capture 特性软件包，以便用户可以配置报文捕获功能 

# 查看设备的版本信息，准备和设备当前运行的 Boot 包、System 包兼容的 Packet Capture
特性软件包。 
<Device> display version 

UNIS Uniware Software, Version 7.1.070, Demo 01 

Copyright (c) 2004-2018 Beijing Unis HengYue Technologie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UNIS XXX uptime is 0 weeks, 0 days, 5 hours, 33 minutes 

Last reboot reason : Cold reboot 

Boot image: flash:/boot-01.bin 

Boot image version: 7.1.070, Demo 01 

  Compiled Oct 20 2016 16:00:00 

System image: flash:/system-01.bin 

System image version: 7.1.070, Demo 01 

  Compiled Oct 20 2016 16:00:00 

其它显示信息略……。 

# 从 IP 地址为 192.168.1.1 的 TFTP 服务器上下载 Packet Capture 特性软件包

packet-capture-01.bin。 
<Device> tftp 192.168.1.1 get packet-capture-01.bin 

Press CTRL+C to abort. 

  % Total    % Received % Xferd  Average Speed   Time    Time     Time  Current 

                                 Dload  Upload   Total   Spent    Left  Speed 

100 11.3M    0 11.3M    0     0   155k      0 --:--:--  0:01:14 --:--:--  194k 

Writing file...Done. 

# 给 IRF 中的所有成员设备（此处以 slot 1 和 slot 2 为例）都安装 Packet Capture 特性软件

包，并让该软件包在设备重启后能够继续生效。 
<Device> install activate feature flash:/packet-capture-01.bin slot 1 

Verifying the file flash:/packet-capture-01.bin on slot 1....Done.              

Identifying the upgrade methods....Done.                                         

Upgrade summary according to following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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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packet-capture-01.bin                                

  Running Version             New Version                                        

  None                        Demo 01                                    

                                                                                 

  Slot                        Upgrade Way                                        

  1                           Service Upgrade                                    

Upgrading software images to compatible versions. Continue? [Y/N]:y              

This operation might take several minutes, please wait....................Done. 

<Device> install activate feature flash:/packet-capture-01.bin slot 2 

Verifying the file flash:/packet-capture-01.bin on slot 2....Done.              

Identifying the upgrade methods....Done.                                         

Upgrade summary according to following table:                                    

                                                                                 

flash:/packet-capture-01.bin                                

  Running Version             New Version                                        

  None                        Demo 01                                    

                                                                                 

  Slot                        Upgrade Way                                        

  2                           Service Upgrade                                    

Upgrading software images to compatible versions. Continue? [Y/N]:y              

This operation might take several minutes, please wait....................Done. 

<Device> install commit 

This operation will take several minutes, please wait.......................Done. 

# 重新登录设备，以便用户能够执行 packet-capture interface 和 packet-capture 
read 命令行。 

(2) 在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入方向上应用 QoS 策略，用来限制只捕获 192.168.1.10 到

192.168.1.1、192.168.1.11 到 192.168.1.1 的硬件转发报文。（二层接口上的大部分流量为

硬件转发报文，对于硬件报文，需要镜像到 CPU 才能捕获；对于软件转发报文，不需要配置

QoS 策略，直接开启报文捕获功能即可） 

# 创建 IPv4 高级 ACL 3000，用来匹配 192.168.1.10 到 192.168.1.1、192.168.1.11 到

192.168.1.1 的报文。 
<Device> system-view 

[Device] acl advanced 3000 

[Device-acl-ipv4-adv-3000] rule permit ip source 192.168.1.10 0 destination 192.168.1.1 
0 

[Device-acl-ipv4-adv-3000] rule permit ip source 192.168.1.11 0 destination 192.168.1.1 
0 

[Device-acl-ipv4-adv-3000] quit 

# 定义流行为 behavior1，配置流量镜向到 CPU。 
[Device] traffic behavior behavior1 

[Device-behavior-behavior1] mirror-to cpu 

[Device-behavior-behavior1] quit 

# 定义类 classifier1，匹配 ACL3000。 
[Device] traffic classifier classifier1 

[Device-classifier-class1] if-match acl 3000 

[Device-classifier-class1] quit 

# 定义一个名为user1的策略，并在策略user1中为类classifier1指定采用流行为behavi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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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qos policy user1 

[Device-qospolicy-user1] classifier classifier1 behavior behavior1 

[Device-qospolicy-user1] quit 

# 将策略 user1 应用到接口 GigabitEthernet1/0/1 的入方向上。 
[Devi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os apply policy user1 inbound 

[Device-GigabitEthernet1/0/1] quit 

[Device] quit 

(3) 开启报文捕获功能 

# 开启 GigabitEthernet1/0/1 接口上的报文捕获功能，指定捕获报文个数上限为 10，指定捕获

的报文存入文件 a.pcap。在 192.168.1.10 上使用 Telnet 方式登录 192.168.1.1，创造报文捕

获条件。 
<Device> packet-captur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1 capture-filter "vlan 3 and src 
192.168.1.10 or 192.168.1.11 and dst 192.168.1.1" limit-captured-frames 10 write 
flash:/a.pcap 

Capturing on 'GigabitEthernet1/0/1' 

10 

4. 验证配置 

# 在设备上解析报文文件 flash:/a.pcap。 
<Device> packet-capture read flash:/a.pcap 

  1   0.000000 192.168.1.10 -> 192.168.1.1 TCP 62 6325 > telnet [SYN] Seq=0 Win=65535 Len=0 
MSS=1460 SACK_PERM=1 

  2   0.000061 192.168.1.10 -> 192.168.1.1 TCP 60 6325 > telnet [ACK] Seq=1 Ack=1 Win=65535 
Len=0 

  3   0.024370 192.168.1.10 -> 192.168.1.1 TELNET 60 Telnet Data ... 

  4   0.024449 192.168.1.10 -> 192.168.1.1 TELNET 78 Telnet Data ... 

  5   0.025766 192.168.1.10 -> 192.168.1.1 TELNET 65 Telnet Data ... 

  6   0.035096 192.168.1.10 -> 192.168.1.1 TELNET 60 Telnet Data ... 

  7   0.047317 192.168.1.10 -> 192.168.1.1 TCP 60 6325 > telnet [ACK] Seq=42 Ack=434 Win=65102 
Len=0 

  8   0.050994 192.168.1.10 -> 192.168.1.1 TCP 60 6325 > telnet [ACK] Seq=42 Ack=436 Win=65100 
Len=0 

  9   0.052401 192.168.1.10 -> 192.168.1.1 TCP 60 6325 > telnet [ACK] Seq=42 Ack=438 Win=65098 
Len=0 

 10   0.057736 192.168.1.10 -> 192.168.1.1 TCP 60 6325 > telnet [ACK] Seq=42 Ack=440 Win=65096 
Le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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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信息，但是紫光恒越并不确保手册内容完全没有错误，本手册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也

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前  言 

本配置指导主要介绍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系列以太网交换机 OpenFlow 功能的原理及

具体配置。 

前言部分包含如下内容： 

• 读者对象 

• 本书约定 

• 产品配套资料 

• 技术支持 

• 资料意见反馈 

读者对象 

本手册主要适用于如下工程师： 

• 网络规划人员 

• 现场技术支持与维护人员 

• 负责网络配置和维护的网络管理员 

本书约定 

1.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粗体 命令行关键字（命令中保持不变、必须照输的部分）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斜体表示。 

[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仅选取一个。 

[ x | y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至少选取一个。 

[ x | y | ... ] * 表示从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多个或者不选。 

&<1-n> 表示符号&前面的参数可以重复输入1～n次。 

# 由“#”号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2. 图形界面格式约定 

格    式 意    义 

< > 带尖括号“< >”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按钮”。 

[ ] 带方括号“[ ]”表示窗口名、菜单名和数据表，如“弹出[新建用户]窗口”。 



格    式 意    义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

的[文件夹]菜单项。 

 

3. 各类标志 

本书还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者设备损坏。 

 为确保设备配置成功或者正常工作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操作或信息。 

 对操作内容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说明。 

 配置、操作、或使用设备的技巧、小窍门。 

 

4. 图标约定 

本书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等。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一般意义下的路由器，以及其他运行了路由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二、三层以太网交换机，以及运行了二层协议的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控制器、无线控制器业务板和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的

无线控制引擎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接入点设备。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单元。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终结者。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无线Mesh设备。 

 
该图标代表发散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代表点到点的无线射频信号。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UTM、多业务安全网关、负载均衡等安全设备。 

 

TT

TT

 

 

 



 
该图标及其相关描述文字代表防火墙插卡、负载均衡插卡、NetStream插卡、SSL VPN插

卡、IPS插卡、ACG插卡等安全插卡。 

 

5.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上实际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备

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产品配套资料 

紫光恒越 S5200S-EI&S5200S-HI 交换机的配套资料包括如下部分：  

大类 资料名称 内容介绍 

硬件描述与安装 

安全兼容性手册 列出S5200S-EI & S5200S-HI的兼容性声明，并对兼容性和安

全的细节进行说明 

快速安装指南 指导您对设备进行初始安装、配置，通常针对 常用的情况，

减少您的检索时间 

安装指导 帮助您详细了解设备硬件规格和安装方法，指导您对设备进行

安装 

业务配置 

配置指导 帮助您掌握S5200S-EI & S5200S-HI软件功能的配置方法及配

置步骤 

命令参考 详细介绍S5200S-EI & S5200S-HI的命令，相当于命令字典，

方便您查阅各个命令的功能 

运行维护 版本说明书 帮助您了解S5200S-EI & S5200S-HI版本的相关信息（包括：

版本配套说明、兼容性说明、特性变更说明、技术支持信息）

 

技术支持 

用户支持邮箱：zgsm_service@thunis.com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400-910-9998（手机、固话均可拨打） 

网址：http://www.unis-hy.com 

资料意见反馈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资料的任何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E-mail：zgsm_info@thunis.com 

感谢您的反馈，让我们做得更好！ 

 

mailto:zgsm_service@thunis.com�
http://www.unis-hy.com/�
mailto:zgsm_info@thun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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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penFlow 
1.1  OpenFlow简介 

OpenFlow 是 SDN（Software Defined Network，软件定义网络）架构中定义的一个控制器与转发

层之间的通信接口标准。OpenFlow 允许控制器直接访问和操作网络设备的转发平面，这些网络设

备可能是物理上的，也可能是虚拟的。 

OpenFlow 的思想是分离控制平面和数据平面，二者之间使用标准的协议通信；数据平面采用基于

流的方式进行转发。 

1.1.1  OpenFlow网络构成 

OpenFlow网络由OpenFlow设备（Switch）和控制器（Controller）通过安全通道（OpenFlow channel）
组成，如 图 1-1 所示。Switch与Controller通过TLS或者TCP建立安全通道，进行OpenFlow消息交

互，实现表项下发、查询以及状态上报等功能。下文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交换机指的就是OpenFlow
设备。 

图1-1 OpenFlow 网络组成 

 
 

1.1.2  OpenFlow Switch类型 

OpenFlow Switch 有下面两种： 

• OpenFlow-Only Switch：仅支持 OpenFlow 转发。 

• OpenFlow-Hybrid Switch：既支持 OpenFlow 转发，也支持正常转发。 

1.1.3  OpenFlow接口 

OpenFlow 接口有如下类型： 

• 物理接口：比如以太网接口。可以作为入接口和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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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接口：比如聚合接口。可以作为入接口和出接口。 

• 保留接口：由转发动作定义的接口，实现OpenFlow转发功能。除Any接口外，其他接口都可

以作为出接口，仅Controller和Local可以作为入接口。具体类型请参见 表 1-1。 

表1-1 保留接口类型 

类型 说明 

ALL 报文从所有接口发送 

Controller 报文上送控制器 

In Port 报文从入接口转发 

Any 接口通配描述，不能作为入接口以及出接口  

Local 报文上送本地CPU 

Normal 报文正常转发 

Flood 报文广播发送 

 

1.1.4  OpenFlow实例 

OpenFlow 支持多实例。每个 OpenFlow 实例可以单独连接控制器，相当于一台独立的交换机，根

据控制器下发的流表项指导流量转发。 

下文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交换机指的就是一个 OpenFlow 实例。 

1. 实例划分 

OpenFlow 实例通过 VLAN 划分作用范围，在实例的作用范围内，流量转发遵循流表中定义的规则。 

2. 实例激活 

OpenFlow 需要将设备的支持能力、当前的接口信息等设备信息上报给控制器后，控制器才能够下

发流表项指导转发。 

在配置更改的情况下，需要重新激活实例使配置生效。激活配置后，OpenFlow 实例会与所有控制

器断开连接，然后重新进行连接。 

3. 实例所属接口 

OpenFlow 协议规定需要将接口信息上报给控制器，这些接口包括物理接口、逻辑接口以及保留接

口中的 Local。 

对于通过 VLAN 划分作用范围的 OpenFlow 实例，当且仅当接口所属 VLAN 完全包含了 OpenFlow
配置的映射 VLAN 后，该接口才是此 OpenFlow 实例的接口，可以被上报到控制器。如果配置了

loosen 模式，只要接口所在 VLAN 与实例配置 VLAN 存在交集，接口就属于 OpenFlow 实例。 

1.1.5  OpenFlow流表 

OpenFlow 通过流表（Flow Table）来匹配和处理报文，在同一个流表中按流表项的优先级进行先

后匹配。一台交换机上可以包含一个或者多个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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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表类型 

流表类型如下： 

• MAC-IP流表：通过MAC地址表和FIB表实现。只能匹配目的MAC地址、VLAN以及目的IP地
址，动作也仅支持修改目的MAC地址、源MAC地址、VLAN以及指定出接口。具体请参

见 1.11  附录 B MAC-IP流表。 

• Extensibility 流表：扩展流表，使用 ACL 实现。 

2. 流表项组成 

图1-2 流表项结构 

 

 

流表项如 图 1-2 所示： 

• Match Fields：匹配规则。可以匹配入接口、报文头等字段。 

• Priority：优先级。定义流表项之间的匹配顺序，优先级高的先匹配。 

• Counters：统计计数。统计有多少个报文和字节匹配到该流表项。 

• Instructions：动作指令集。定义匹配到该流表项的报文需要进行的处理。流表项动作指令集

是对动作进行操作，流表项的动作有两种执行类型： 

 动作集（Action Set）：一系列动作的组合，不会立刻修改报文内容，直到报文不再需要进

入下一级流表，动作集里每种动作仅能存在一个，并且按照 表 1-2 从上到下的顺序执行。 

 动作序列（Action List）：需要立即执行的一系列动作，其动作内容与动作集相同，但是会

立即修改报文的内容，其效果是累加的，并且执行顺序是按照下发的顺序执行的。 

表1-2 动作指令集定义 

Instruction 处理 

Meter 对匹配到流表项的报文进行限速 

Apply-Actions 立即执行动作序列中的动作 

Clear-Actions 清除动作集中的所有动作 

Write-Actions 更改动作集中的所有动作 

Goto-Table 进入下一级流表 

 

具体动作类型如 表 1-3 所示。 

表1-3 动作类型（1.3.1 版本） 

动作名称 可选/必选 描述 

Output 必选 转发报文到特定的OpenFlow端口，例如物理端口、逻辑端口以及OpenFlow
保留端口 

Drop 必选 没有直接的动作来代表Drop，当动作集中不含有Output指令时，报文被丢弃。

通常空指令集、空动作集或执行清空动作集后，报文被丢弃 

Group 必选 将报文转交给Group处理，该动作的含义由Group的类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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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名称 可选/必选 描述 

Set-Queue 可选 为报文指定队列ID。当报文被转发到特定端口时，队列ID通常被用于基本QoS

Set-Field 可选 识别报文字段的类型，并且可以修改该字段的值。通常只适用于 外层的字

段（例如当内外层均有VLAN tag时，该动作只修改 外层的VLAN Tag） 

 

• Timeouts：超时时间。包括了 idle time 和 hard time。 

 idle time：在 idle time 时间内，如果没有报文匹配到该流表项，则此流表项被删除。 

 hard time：在 hard time 时间超时后，无论是否有报文匹配到该流表项，此流表项都会被

删除 

• Cookie：控制器下发的流表项的标识。 

3. 流表处理流程 

如 图 1-3 所示，当报文进入交换机后，必须从流表ID 小的流表开始依次匹配；流表可以按次序从

小到大越级跳转，但不能从某一流表向前跳转至流表ID更小的流表。一旦在某个流表匹配到后，会

更新此报文的动作集（允许被下一级流表覆盖），到了 后一个流表后，所有的动作会被执行，此

时报文的内容会被修改，指定出接口进行转发。如果在某个流表处理时，处理指令包含Action List，
则报文的一份拷贝立即执行Action List而不需要在 后一个流表处理结束后再执行。 

图1-3 OpenFlow 转发示意图 

 

 

4. Table Miss表项 

每个流表都包含一个 Table Miss 流表项，该表项用于定义在流表中没有匹配的报文的处理方式，该

表项的匹配域为通配，即匹配任何报文，优先级为 0，动作指令与正常表项相同。 

1.1.6  Group Table 

Group Table 由 Group 表项组成，Group 表项被流表项所引用，提供额外的报文转发功能。 

图1-4 Group 表项结构 

 

 

• Group Identifier：Group ID，用于识别 Group，32bits。 

• Group Type：Group 类型，All 表示执行所有动作桶，用于组播或者广播。 

• Counters：当报文被 Group 处理时，更新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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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Buckets：一个由动作桶组成的有序列表。每个动作桶由许多动作组成。 

1.1.7  Meter Table 

Meter Table 由 Meter 表项组成，Meter 表项被流表项所引用，为所有引用 Meter 表项的流表项提供

报文限速的功能。 

图1-5 Meter 表项结构 

 

 

• Meter Identifier：Meter ID，用于识别 meter，32bits。 

• Meter Bands：一个 Meter 表项可以包含一个或者多个 Meter Bands，每个 Meter Band 定义

了速率以及动作。当报文的速率超过了某些 Meter Band，根据这些 Meter Band 中速率 大

的那个定义的动作进行处理。 

• Counters：当报文被 Meter 处理时，更新计数器。 

图1-6 Meter Bands 结构 

 

 

• Band Type：Band 类型，定义报文如何处理。为可选，可使用丢弃（drop），即报文高于该

速率会被丢弃；以及重新标记 DSCP（dscp remark）。 

• Rate：Meter 用于选择 Band 的 低速率，即报文速率高于该速率并 接近该速率，该 Band
将被应用。 

• Counters：当 Band 处理报文时，更新计数器。 

• Type Specific arguments：某些 Band 含有的特定参数。 

1.1.8  OpenFlow channel 

交换机与控制器通过 TLS 或者 TCP 建立 Channel，进行 OpenFlow 消息交互，实现表项下发、查

询以及状态上报等功能。 

OpenFlow 协议中定义了三种消息类型 Controller to Switch 消息、异步消息和同步消息，每种报文

类型都有很多子类型。 

1. Controller to Switch消息 

Controller to Switch 消息是指由控制器产生并发送到交换机，用来查询交换机的消息，可以不需要

交换机响应。这些消息主要由控制器用来对交换机进行状态查询和修改配置等操作。 

表1-4 Controller to Switch 消息 

子类型 描述 

Features 用于控制器发送请求来了解交换机的能力，交换机必须回应该报文 

Configuration 用于控制器设置，查询交换机的配置，交换机只有在控制器查询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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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型 描述 

Modify-State 用于管理交换机的状态，如流表项和端口状态。该命令主要用于增加、删除、修改、交换

机内的流表表项，组表表项以及交换机端口的属性 

Multipart 用于控制器收集交换机各方面的信息，例如当前配置，统计信息等 

Packet-Out 

用于通过交换机特定端口发送报文，这些报文可以通过Packet-In消息触发，也可以通过控

制器直接发送。通常Packet-Out消息包含整个之前接收到的Packet-In消息所携带的报文或

者buffer ID（用于指示存储在交换机内的特定报文）。这个消息需要包含一个动作列表，

当交换机收到该动作列表后会对Packet-Out消息所携带的报文执行该动作列表。如果动作

列表为空，Packet-Out消息所携带的报文将被交换机丢弃 

Barrier 用于确认之前下发动作是否成功。控制器发送Barrier请求消息，当交换机确认之前下发的

流表等操作都已经成功时会回复Barrier应答消息 

Role-Request 用于设定或查询OpenFlow channel的角色。通常用于交换机和多个控制器相连的情况 

Asynchronous-Con
figuration 

控制器使用该报文设定异步消息过滤器来接收其只希望接收到的异步消息报文，或者向交

换机查询该过滤器。通常用于交换机和多个控制器相连的情况 

 

2. 异步（Asynchronous）消息 

异步（Asynchronous）消息是由交换机发送给控制器，用来通知交换机上发生的某些异步事件的消

息。例如，当某一条规则因为超时而被删除时，交换机将自动发送一条 Flow-Removed 消息通知控

制器，以方便控制器作出相应的操作，如重新设置相关规则等。 

表1-5 异步消息 

子类型 描述 

Packet-In 

转移报文的控制权到控制器。对于所有通过匹配流表项或者Table Miss后转发到保留端口

Controller端口的报文均要通过Packet-in消息送到控制器。也有部分其他流程，如TTL检查

等，也需要通过该消息和控制器交互。Packet-In既可以携带报文，也可以通过在交换机内

部设置报文的Buffer来仅携带报文头以及其Buffer ID传输给控制器。控制器在接收到

Packet-In消息后会对其接收到的报文或者报文头和Buffer ID进行处理，并发回Packet-out
消息通知交换机如何处理该报文 

Flow-Removed 通知控制器将某个流表项从流表的移除。通常该消息在控制器发送删除流表项的消息或者

流表项的两个定时器其中之一超时时产生 

Port-Status 通知控制器端口状态或设置的改变 

Error 通知控制器交换机出现的问题或错误 

 

3. 对称（Symmetric）消息 

对称（Symmetric）消息，就是双向对称的消息，主要用来建立连接和检测对方是否在线等。 

表1-6 对称消息 

子类型 描述 

Hello 当连接启动时交换机和控制器会发送Hello交互 

Echo 
用于验证控制器与交换机之间连接的存活，控制器和交换机都会发送Echo request/reply
消息，而且对于接收到的Echo request消息必须能返回Echo reply消息。 

该消息也可用于测量控制器与交换机之间链路的延迟和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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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型 描述 

Experimenter 为将来新加入的特性预留的消息 

 

4. OpenFlow定时器 

OpenFlow 中包含连接检测定时器和重连定时器，作用如下： 

• 连接检测定时器：定义发送 Echo request 报文时间间隔，设备发送三次 Echo request 报文，

仍然没有收到 Echo reply 报文，则交换机断开与控制器的连接。 

• 重连定时器：定义交换机与控制器断开连接后，下次开始重新连接的时间间隔。 

1.1.9  控制器 

1. 控制器角色 

一个OpenFlow交换机可以与多个控制器建立连接，初始连接时，多个控制器的角色相同，权限相

同，控制器可以通过OpenFlow消息设置本控制器的角色，各种角色的权限如 表 1-7 所示。 

表1-7 控制器角色 

角色 权限 

Master 处于该角色的控制器拥有全部权限，可以下发流表项，查询统计信息，接收设备上报的状态信

息，在多个控制器中仅能有一个控制器是Master角色 

Equal 处于该角色的控制器同样拥有全部权限，相对于Master角色，唯一不同的是可以有多个控制

器处于Equal角色 

Slave 

处于该角色的控制器仅拥有部分权限，Controller to switch消息中不能下发流表项，Group表
项以及Meter表项，不允许修改接口配置和设备配置，不允许执行Packet Out操作。异步消息

中，缺省情况下设备不会上送Flow Remove消息和Packet In消息，仅能上送接口状态变化消

息，但是异步消息的上送能力可以通过控制器的设置异步消息进行修改 

 

2. 控制器连接模式 

交换机与多个控制器建立连接时，连接分为 Single 模式和 Multiple 模式： 

• Multiple 模式：同一时刻可以与多个控制器建立连接。交换机会同时连接实例内所有的控制器，

在与某个控制器连接失败或者断开连接时，在重连定时器超时后重新进行连接，直到连接成

功。 

• Single 模式：同一时刻仅与一个控制器建立连接，其他控制器作为备份。当且仅当当前的连

接断开后，交换机会连接下一个控制器，直到连接成功。 

3. 主连接和辅助连接 

交换机与每个控制器建立的连接中，可包含一个主连接和多个辅助连接： 

• 主连接：一般用于控制消息的处理（下发流表项、获取数据、信息上报等），使用 TCP/SSL
保持可靠的连接。 

• 辅助连接：用于提高控制器和 OpenFlow 交换机的通信能力。辅助连接的目的地址和端口号

可以和主连接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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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接中断模式 

如果交换机与所有控制器断开连接，则交换机进入连接中断模式，连接中断模式分为两种： 

• Secure 模式：连接断开后，交换机根据流表项转发。不主动删除控制器下发的表项，而是等

待表项超时后进行删除，一旦连接建立成功，未超时的表项依然存在。匹配的流表项中执行

output controller 动作转发的流量被丢弃。创建 OpenFlow 实例时，缺省为 Secure 模式。 

• Smart 模式：连接断开后，交换机根据流表项转发。不主动删除控制器下发的表项，而是等待

表项超时后进行删除，一旦连接建立成功，未超时的表项依然存在。匹配的流表项中执行 output 
controller 动作转发的流量进行正常转发。 

• Standalone 模式：连接断开后，交换机正常转发。 

如果交换机与控制器重新连接成功，则继续作为 OpenFlow 设备根据流表项进行转发。 

1.1.10  协议规范 

• OpenFlow Switch Specification Version 1.3.3 

1.2  OpenFlow配置任务简介 

OpenFlow 配置任务如下： 

(1) 配置OpenFlow实例 

a. 创建OpenFlow实例 

b. 配置OpenFlow实例的类型 

c. （可选）配置流表和流表项 

d. （可选）配置控制器连接模式 

e. （可选）配置禁止上送控制器的端口类型 

f. 激活OpenFlow实例 

g. （可选）配置OpenFlow实例的属性 

(2) 配置连接控制器 

(3) （可选）配置OpenFlow实例作为SSL服务器监听控制器 

(4) （可选）刷新MAC-IP流表的三层表项 

(5) （可选）使用OpenFlow关闭接口 

1.3  配置OpenFlow实例 

1.3.1  创建OpenFlow实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创建 OpenFlow 实例，并进入 OpenFlow 实例视图。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3) （可选）配置 OpenFlow 实例的 Datapath ID。 
datapath-id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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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OpenFlow 实例的 Datapath ID 由实例 ID 与设备桥 MAC 组成，其中前 16 个比

特为实例 ID，后 48 个比特为设备桥 MAC。 

Datapath ID用来在唯一标识OpenFlow实例，不同OpenFlow实例的Datapath ID不能相同。 

(4) （可选）配置 OpenFlow 报文的 DSCP 值。 
tcp dscp dscp-valu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OpenFlow 报文的 DSCP 值。 

1.3.2  配置OpenFlow实例的类型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对于 VLAN 类型的 OpenFlow 实例，需要注意的是： 

• 一个 VLAN 仅能属于一个 OpenFlow 实例，否则会导致流量无法正确处理。 

• 如果配置的对应 VLAN 不存在，在激活实例时，设备将会自动创建该 VLAN。 

• 同一个接口所属 VLAN 必须属于同一 OpenFlow 实例，否则，控制器下发的不同实例的接口

状态消息会相互覆盖。 

• VLAN 对应的 VLAN 接口不能配置 BFD MAD 检测功能，该功能的相关内容请参见“虚拟化技

术配置指导”中的“IRF”。 

对于带内管理 VLAN，需要注意的是： 

• 带内管理 VLAN 内的流量进行正常转发，用于 OpenFlow 设备与控制器建立安全通道。 

• 带内管理 VLAN 必须是 OpenFlow 实例配置的对应 VLAN 的子集。 

• 仅在带内管理 VLAN 的接口不属于 OpenFlow 接口。 

2. 配置OpenFlow实例为VLAN类型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penFlow 实例视图。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3) 配置 OpenFlow 实例的类型。 
classification vlan vlan-id [ mask vlan-mask ] [ loosen ]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OpenFlow 实例的类型。 

(4) （可选）配置带内管理 VLAN。 
in-band management vlan { vlan-id [ to vlan-id ] } &<1-10>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带内管理 VLAN。 

1.3.3  配置流表和流表项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Extensibility 流表 ID 必须大于 MAC-IP 流表 ID。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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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view 

(2) 进入 OpenFlow 实例视图。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3) 配置流表类型和流表 ID。 
flow-table { extensibility extensibility-table-id | mac-ip 
mac-ip-table-id }* 

缺省情况下，流表类型为 Extensibility，流表 ID 为 0。 

(4) 配置 Extensibility 的流表项的 大值。 
flow-entry max-limit limit-value 

Extensibility 表的流表项的 大个数为 65535。 

控制器下发的流表表项数量超过 大值时，向控制器返回失败。 

(5) 配置允许动态 ARP 表项覆盖 OpenFlow ARP 表项。 
precedence dynamic arp 

缺省情况下，禁止动态 ARP 表项覆盖 OpenFlow ARP 表项。 

仅 MAC-IP 流表支持本功能。 

(6) 允许控制器下发的流表中包含聚合接口的成员端口。 
permit-port-type member-port 

缺省情况下，禁止控制器下发的流表中包含聚合接口的成员端口。 

(7) 配置 Table Miss 流表项的缺省动作为正常转发。 
default table-miss permit 

缺省情况下，Table Miss 流表项的缺省动作为丢弃。 

1.3.4  配置控制器连接模式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penFlow 实例视图。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3) 配置控制器连接模式。 
controller mode { multiple | single } 

缺省情况下，控制器连接模式为 Multiple 模式。 

1.3.5  配置禁止上送控制器的端口类型 

1. 功能简介 

配置该功能后，交换机不再向控制器上送对应 VLAN 接口的信息。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penFlow 实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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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3) 配置禁止上送控制器的端口类型。 
forbidden port vlan-interfac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配置禁止上送控制器的端口类型，即所有接口类型都上送控制器。 

1.3.6  激活OpenFlow实例 

1. 功能简介 

新配置或修改 OpenFlow 实例后，需要激活实例使配置生效。重新激活实例时，交换机会断开与所

有控制器的连接，清除已下发的流表，更新能力集，重新与控制器建立连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penFlow 实例视图。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3) 激活 OpenFlow 实例。 
active instance 

缺省情况下，OpenFlow 实例处于未激活状态。 

1.3.7  配置OpenFlow实例的属性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 OpenFlow 实例属性时，无需激活 OpenFlow 实例即可生效。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penFlow 实例视图。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3) 配置 OpenFlow 实例的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tex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OpenFlow 实例的描述信息。 

(4) 配置 OpenFlow 定时器相关参数。 

 配置连接检测定时器。 
controller echo-request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连接检测定时器的值为 5。 

 配置重连定时器。 
controller connect interval interval 

缺省情况下，重连定时器的值为 60。 

(5) 配置 MAC 地址相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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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OpenFlow 实例对应的 VLAN 禁止 MAC 地址学习。 
mac-learning forbidden 

缺省情况下，OpenFlow 实例对应的 VLAN 允许 MAC 地址学习。 

带内管理 VLAN 中配置的 VLAN 不受该功能限制。 

 配置匹配控制器查询或删除流表项指令中的动态 MAC 地址。 
mac-ip dynamic-mac aware 

缺省情况下，忽略控制器查询或删除流表项指令中的动态 MAC 地址。 

仅 MAC-IP 流表支持本功能。 

(6) 配置禁止 ARP 报文上送的控制器 
forbidden packet-in arp controller controller-id-list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禁止 ARP 报文上送的控制器。 

配置该功能后，交换机不再向指定控制器上送 ARP 报文，防止设备中的大量 ARP 报文冲击

这些控制器。 

(7) 关闭流表项变化成功后打印日志的开关。 
flow-log disable 

缺省情况下，流表项变化成功后打印日志的开关处于开启状态。 

(8) 开启 OpenFlow 环路保护功能。 
loop-protection enable 

缺省情况下，OpenFlow 环路保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取消激活OpenFlow实例后，OpenFlow下发一条流表项，丢弃该实例对应VLAN内的所有流

量，避免出现环路。 

1.4  配置连接控制器 

1. 配置限制和指导 

辅助连接配置和主连接配置不做配置冲突检查，如果辅助连接与主连接配置冲突，则无法建立辅助

连接。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penFlow 实例视图。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3) 配置主连接。 
controller controller-id address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port port-number ] [ local address { ip local-ipv4-address | ipv6 
local-ipv6-address } [ port local-port- number ] ] [ ssl ssl-policy-name ]  

源 IP 地址必须为 OpenFlow 实例中端口的 IP 地址，否则交换机和控制器之间无法建立连接。 

(4) （可选）配置辅助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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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r controller-id auxiliary auxiliary-id transport { tcp | udp | 
ssl ssl-policy-name } [ address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 
[ port port-number ] 

辅助连接中未配置 IP 地址或接口号时，则 IP 地址或接口号与主连接一致。 

(5) （可选）配置连接中断模式。 
fail-open mode { secure | smart | standalone } 

缺省情况下，连接中断模式为 Secure。 

(6) （可选）开启 OpenFlow 连接备份功能。 
tcp-connection backup 

缺省情况下，OpenFlow 连接备份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开启连接备份功能后，设备发生主备倒换时，OpenFlow 实例仍然保持与控制器的连接。 

仅基于 TCP 的 OpenFlow 连接支持开启连接备份功能。 

1.5  配置OpenFlow实例作为SSL服务器监听控制器 

1. 功能简介 

未开启 SSL 服务器时，设备作为 TCP/SSL 客户端主动连接控制器（SSL 服务器）；启动 SSL 服务

器之后，设备作为 SSL 服务器端被动等待控制器（SSL 客户端）连接。关于 SSL 的详细介绍，请

参见“安全配置指导”中的“SSL”。 

2. 配置限制和指导 

配置该功能后，无需激活 OpenFlow 实例即可生效。 

不能通过重复执行本命令修改 OpenFlow 实例启动的 SSL 服务器。如需修改，请先通过 undo 

listening port 命令删除 OpenFlow 实例启动的 SSL 服务器，再执行 listening port 命令

重新启动 SSL 服务器。 

3.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penFlow 实例视图。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3) 配置 OpenFlow 实例作为 SSL 服务器监听控制器。 
listening port port-number ssl ssl-policy-name 

缺省情况下，未配置 OpenFlow 实例作为 SSL 服务器监听控制器。 

1.6  刷新MAC-IP流表的三层表项 

1. 功能简介 

某些情况下，MAC-IP 流表的三层表项会被覆盖，可以通过命令行手工刷新 MAC-IP 流表，使设备

重新从控制器获取三层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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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 OpenFlow 实例视图。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3) 刷新 MAC-IP 流表的三层表项。 
refresh ip-flow 

1.7  使用OpenFlow关闭接口 

1. 功能简介 

使用 OpenFlow 关闭接口后，通过 display interface 命令查看接口显示信息时，Current state
为 OFP DOWN。 

使用 OpenFlow 关闭接口后，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打开接口： 

• undo openflow shutdown 命令打开接口。 

• 通过控制器下发 PORT_MOD 消息打开接口。 

2. 配置步骤 

(1) 进入系统视图。 
system-view 

(2) 进入接口视图视图。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3) 使用 OpenFlow 关闭接口。 
openflow shutdown 

缺省情况下，未使用 OpenFlow 关闭接口。 

1.8  OpenFlow显示和维护 

在完成上述配置后，在任意视图下执行 display 命令可以显示配置后 OpenFlow 的运行情况。 

表1-8 OpenFlow 显示和维护 

操作 命令 

显示OpenFlow实例的详细信息 display openflow instance [ instance-id ] 

显示OpenFlow实例的控制器信息 display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 controller 
[ controller-id ] | listened } 

显示OpenFlow实例的辅助连接信息 display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auxiliary 
[ controller-id [ auxiliary auxiliary-id ] ] 

显示OpenFlow实例的流表信息 display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flow-table 
[ table-id ] 

显示OpenFlow实例的Group表信息 display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group [ group-id ]

显示OpenFlow实例的Meter表信息 display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meter [ meter-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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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命令 

显示OpenFlow实例的概要信息 display openflow summary 

清除控制器发送和接收报文的统计

计数 
reset openflow instance instance-id { controller 
[ controller-id ] | listened } statistics 

 

1.9  OpenFlow典型配置举例 

1.9.1  VLAN类型OpenFlow典型配置举例 

1. 组网需求 

• 创建 OpenFlow 实例 1，把 VLAN 4092 和 4094 映射到 OpenFlow 实例中 1，并激活实例。 

• 配置 OpenFlow 实例 1 连接的控制器，用来控制 Switch 上的流量转发。 

2. 组网图 

图1-7 VLAN 类型 OpenFlow 配置组网图 

 

 

3. 配置步骤 

# 创建 VLAN 4092 和 4094。 
<Switch> system-view 

[Switch] vlan 4092 

[Switch-vlan4092] quit 

[Switch] vlan 4094 

[Switch-vlan4094] quit 

# 创建实例并映射 VLAN 
[Switch] openflow instance 1 

[Switch-of-inst-1] classification vlan 4092 mask 4093 

# 配置控制器 1 的 IP 地址为 192.168.49.49，并激活实例 
[Switch-of-inst-1] controller 1 address ip 192.168.49.49 

[Switch-of-inst-1] active instance 

[Switch-of-inst-1] quit 

4. 验证配置 

# 显示实例详细信息。 
[Switch] display openflow instance 1 



 

1-16 

Instance 1 information: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Description   : -- 

 Active status : Active 

 Inactive configuration: 

  None 

 Active configuration: 

  Classification VLAN, total VLANs(2) 

   4092, 4094 

  In-band management VLAN, total VLANs(0) 

   Empty VLAN 

  Connect mode: Multiple 

  Mac-address learning: Enabled 

  Flow table: 

   Table ID(type): 0(Extensibility), count: 0 

  Flow-entry max-limit: 65535 

  Datapath ID: 0x0064001122000101 

  Default table-miss: Permit 

  Forbidden port: VLAN interface 

  Qinq Network: Disabled 

  TCP connection backup: Enabled 

Port information: 

 GigabitEthernet1/0/3 

Active channel information: 

 Controller 1 IP address: 192.168.49.49 port: 6633 

1.10  附录 A 应用限制 

1.10.1  Flow Entry的限制 

1. 匹配的限制 

(1) VLAN 匹配 

在使用 VLAN 划分 OpenFlow 实例的情况下，对 VLAN 的匹配存在一定的限制。 

表1-9 VLAN 匹配项列表 

VLAN MASK 匹配的报文 

- - 匹配在OpenFlow实例VLAN内的所有报文 

0 - 匹配无VLAN tag的报文，但是入接口的PVID必须在OpenFlow实例内 

0 有值 不支持 

有效VLAN -/有值 不支持 

0x1000 -/非0x1000的
值 不支持 

0x1000 0x1000 匹配有VLAN tag的报文，但是该VLAN tag必须在OpenFlow实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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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MASK 匹配的报文 

有效VLAN  
| 0x1000 

-/有值 根据VLAN+MASK进行匹配，前提是VLAN+MASK必须在OpenFlow实例

内 

其他 其他 不支持 

 

(2) 协议报文的匹配 

对于协议报文，一旦相关的协议配置使能后，协议报文不会进入OpenFlow转发处理，仍然由

相关协议进行处理，但是对于LLDP报文比较特殊，对于LLDP报文的使用限制请参见 1.10.5  。 

(3) MetaData 的匹配 

MetaData 用于流表间的匹配信息传递，在非第一级流表支持下发 MetaData 的匹配，如果控

制器在第一级流表下发了 MetaData 的匹配项，Switch 返回不支持。 

2. Instruction的限制 

(1) Clear actions 的限制 

 单级流表的情况下，支持 Clear actions。 

 多级流表的情况下，仅第一级流表支持 Clear actions 与其他 instruction的动作配合，后续

流表仅支持单独下发 Clear Actions。 

(2) Apply actions 的限制 

不支持Action List中包含多个Output的情况，仅支持一个Output时，请参见 1.10.2  。 

(3) Write MetaData/MetaMask 

在且仅在非 后一级流表的情况下，Switch 支持 Write MetaData/MetaMask 的操作，否则

Switch 返回不支持。 

(4) Go To Table 

在且仅在非 后一级流表的情况下，Switch 支持 Go To Table 的操作，否则 Switch 返回不支

持。 

1.10.2  Action List和Action Set整合的限制 

OpenFlow Switch 设备整合 Action Set 和 Action List 为 Action Set，其整合原则如下。 

1. 非Output Action 

Action List 和 Action Set 中的 Action（除 Output 和 Group 外）如果不存在冲突，则全部保留为 Action 
Set；如果存在冲突，则以 Action Set 的动作替换 Action List 中的动作（其原因是 Action List 要执

行在 Action Set 之前）。 

2. Output Action 

• 当 Action List 和 Action Set 中都存在一个 Output 的 Action 时，Action List 中的 Output 发送

的报文不会对报文进行任何修改，其执行顺序 优，Action Set中的Ouput会执行Action List
和 Action Set 中的所有修改。 

• 当 Action List 和 Action Set 中仅存在一个 Output 的 Action 时，该 Output 为报文出接口，执

行顺序按照 Action Set 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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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Action List 中存在一个 Output 的 Action，Action Set 中存在一个 Group 的 Action（Output
的Action存在与否都可以）时，Action List中的Output发送的报文不会对报文进行任何修改，

Group 在 Action Set 中。 

• 其他情况不支持。 

1.10.3  Packet Out的处理限制 

1. 入接口限制 

在 Packet out 消息中 Output 为 Normal、Local、In port 或 To Controller 时，入接口只能是设备上

的物理接口或者逻辑接口，不能是 OpenFlow 保留口。 

2. Buffer ID和报文内容同时存在的处理 

在 Packet Out 消息中如果同时存在 Buffer ID 和报文，OpenFlow Switch 只会获取 Buffer ID 对应的

缓存报文进行处理，忽略消息中携带的报文。 

3. 无VLAN Tag报文的处理 

如果 Packet Out 消息中的报文没有 VLAN tag，则 OpenFlow Switch 将入接口的 PVID 做为报文所

在的 VLAN 进行转发处理。 

• 如果入接口不是设备上的接口，且 Output 是设备上的接口，则使用出接口的 PVID 发送。 

• 如果入接口不是设备上的接口，且Output是保留口Flood和All，请参见 4. 的处理。 

4. 出接口限制 

Packet Out 中指定的 Output 为保留口的 Flood 和 All 时的处理机制。 

(1) 出接口为 Flood 的情况 

 Packet Out 的报文携带 VLAN tag，则报文在该 VLAN 内广播。 

 Packet Out 的报文没有携带 VLAN tag，但是入接口是 OpenFlow Swtich 上的接口，则报

文在入接口的 PVID 内广播。 

 Packet Out 的报文没有携带 VLAN tag，并且入接口是 Controller，则报文在所有

OpenFlow 接口发送一份。 

(2) 出接口为 All 的情况 

 Packet Out 的报文携带 VLAN tag，则报文在该 VLAN 内广播。 

 Packet Out的报文没有携带VLAN tag，无论入接口是什么接口，报文都在所有OpenFlow
接口发送一份。 

1.10.4  Packet in的处理限制 

1. 报文VLAN tag处理 

对于 Packet in 消息中的报文： 

• 上送时如果其 VLAN tag 与该报文入接口的 PVID 相同，那么该报文的 VLAN tag 会被删除。 

• 上送时如果其VLAN tag与该报文入接口的PVID不同，那么该报文的VLAN tag不会被删除。 

2. 报文缓存限制 

• 对于上送原因是 No Match 的报文支持缓存，缓存大小是 1K 个报文。 

• 对于其他上送原因的报文不支持缓存，整个报文都会被上送，并且 Cookie 是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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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匹配LLDP报文的限制 

OpenFlow 网络可以通过 LLDP 发现拓扑，对于匹配 LLDP 报文存在如下限制： 

• 设备上必须全局使能 LLDP。 

• LLDP 报文匹配后上送控制器不受实例限制，只要收到报文的接口在 OpenFlow 实例内，并且

实例内有匹配 LLDP 报文并上送控制器的表项，则 LLDP 报文就会在该实例上送控制器。 

1.10.6  Flow Mod的限制 

1. Table Miss表项的添加、修改和删除 

• Switch 在激活后缺省会生成 Table Miss 表项，其动作是 Drop，此表项不能被控制器通过

Modify 的动作修改，不能被控制器通过 Mulipart 消息查询到，仅能由控制器通过 Add 进行添

加 Table Miss 的动作进行修改。 

• Table Miss 表项仅能通过严格匹配进行修改和删除，在非严格匹配的情况下，即使匹配项是

通配也不能够操作 Table Miss 表项。 

• Table Miss 表项被删除后，会生成缺省的 Table Miss 表项，其动作是 Drop。 

2. 普通表项的添加、修改和删除 

在非严格匹配的情况下，不支持通过 match 域为通配修改所有普通流表项。 

1.11  附录 B MAC-IP流表 

OpenFlow Switch 支持两种类型的 Flow Table，MAC-IP 类型和 Extensibility 类型。允许通过命令

行指定 Table ID，Flow Table 会根据 Table ID 进行排序。Flow Table 需要重新激活后才能生效。 

MAC-IP 流表是使用 MAC 地址表项和路由表项实现 Flow Table；Extensibility 流表使用 ACL 实现

Flow Table。 

1.11.1  MAC-IP流表支持能力 

必选的能力是控制器下发时必须携带的匹配或者动作项，可选能力是下发时可携带可不携带，如果

不携带的话由 Switch 添加缺省的匹配或者动作项。 

二层表项使用MAC地址表实现，其支持能力如 表 1-10 所示。 

表1-10 MAC-IP 流表二层表项支持能力 

支持项 能力 

必选匹配项 
• VLAN 

• 单播目的 MAC 地址 

可选匹配项 无 

必选动作项 指定出接口 

可选动作项 
• Go to table（在多级流表存在的情况下，即使控制器不下发，Swtich 上缺省下发该动作）

• Write Meta（在多级流表存在的情况下，即使控制器不下发，Switch 上缺省下发目的 MAC
匹配的 Me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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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表项使用路由表实现，其支持能力如 表 1-11 所示。 

表1-11 MAC-IP 流表三层表项支持能力 

支持项 能力 

必选匹配项 

• VLAN 

• 单播目的 IP 地址 

• 单播目的 MAC 地址（必须是匹配 VLAN 对应的 VLAN 接口的 MAC 地址） 

可选匹配项 无 

必选动作项 

• 指定出接口 

• 修改 VLAN 

• 修改目的 MAC 地址 

可选动作项 

• 修改源 MAC 地址（源 MAC 地址会修改为目的出接口所在 VLAN 对应的 VLAN 接口的 MAC
地址） 

• TTL 减 1 

• Go to table（在多级流表存在的情况下，即使控制器不下发，Swtich 上缺省下发该动作）

• Write Meta（在多级流表存在的情况下，即使控制器不下发，Switch 上缺省下发目的 IP 地

址匹配的 MetaData） 

 

1.11.2  MAC-IP流表的限制 

MAC-IP 流表的 Flow Entry 有一定的限制，控制器需要遵循这些限制下发表项，否则可能会造成转

发错误。 

二层表项的限制如 表 1-12 所示。 

表1-12 MAC-IP 流表二层表项限制 

表项类型 限制 

匹配项限制 目的MAC地址不是本机MAC地址 

动作项限制 出接口属于匹配的VLAN 

 

三层表项的限制如 表 1-13 所示。 

表1-13 MAC-IP 流表三层表项限制 

表项类型 限制 

匹配项限制 

• 匹配的 VLAN 所对应的 VLAN 接口 UP 

• 目的 MAC 地址是匹配 VLAN 对应的 VLAN 接口的 MAC 地址 

• 目的 IP 地址不是本机 IP 地址 

动作项限制 

• 指定出接口属于目的 VLAN 

• 目的 MAC 地址不是本机 MAC 地址 

• 如果修改源 MAC 地址，源 MAC 地址必须是目的出接口所在 VLAN 对应的 VLAN 接口的

MAC 地址 



 

1-21 

 

 

三层表项能够下发的前提是匹配 VLAN 所对应的 VLAN 接口存在并且处于 UP 状态，且 VLAN 接口

会做为 OpenFlow 接口上报（包括了 VLAN 接口的链路状态状态和 MAC 地址），在 VLAN 接口删

除时同时也会上报给控制器，需要由控制器删除对应的三层流表项，因此需要控制器保证三层表项

的正确性，Switch 端不对三层表项的匹配项限制进行检查。 

 

1.11.3  MAC-IP流表的Table Miss 

MAC-IP 流表的 Table Miss 支持下列 Output Action： 

• Go To Table：进入下一级流表； 

• Drop：丢弃报文； 

• Controller：报文上送控制器； 

• Normal：报文正常转发。 

1.11.4  Dynamic aware 

在支持 MAC-IP 流表的情况下，Switch 支持 Controller 获取和删除动态 MAC 地址表项。 

控制器可以通过指定VLAN、单个MAC或者单个MAC与VLAN来获取和删除动态MAC地址表项。 

1.11.5  MAC-IP流表与Extensibility流表的配合 

1. MetaData/Mask 

MAC-IP 流表和 Extensibility 流表通过 MetaData/Mask 可以实现多级流表。 

MAC-IP 流表支持 Write MetaData/Mask，Extensibility 流表支持 Match MetaData/Mask。 

MetaData Mask每个Bit表示不同的含义，MetaData中对应的Bit位置位表示匹配，未置位表示通配，

具体参见 表 1-14。 

表1-14 MetaData Mask 含义 

MetaData Mask Bit 含义 MetaData 

Bit 0 目的MAC 
1，置位，表示匹配到目的MAC 

0，未置位，表示未匹配到目的MAC 

Bit 1 源MAC 
1，置位，表示匹配到源MAC 

0，未置位，表示未匹配到源MAC 

Bit 2 目的IP 
1，置位，表示匹配到目的IP 

0，未置位，表示未匹配到目的IP 

其他 保留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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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合限制 

Extensibility 流表和 MAC-IP 流表配合时： 

• 当 Extensibility 流表中的 Output 动作不是 Normal 时，MAC-IP 流表不会生效，所有动作根据

Extensibility 流表进行处理； 

• 当Extensibility流表中的Output动作是Normal时，Output动作根据MAC-IP流表进行处理，

其余动作根据 Extensibility 流表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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