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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工程师⼊入⻔门必读 

1.1. 学习态度 

 想好了了进⼊入⽹网⼯工这个技术+证书的⾏行行业，⼤大家要做好⼏几个思想准备。 

技术很多时候要学精，单体的技术想学好，并不不复杂。(EMMMMM，真的不不复

杂吗？BGP，MPLS VPN，组播，IPSEC是挺难的) 

 ⾸首先你要做好⼀一⼝口⽓气学到精的态度，如果是半吊⼦子的学习要不不得，如果你

做不不到每天 2个⼩小时学习⽹网络，我觉的还是选择不不要开始的好，学⼀一点忘⼀一

点，学的各种没意思，就算坚持学完，也是⽔水货⼀一个，技术这个东⻄西不不⽤用就容

易易忘，忘了了⼜又得再学，⼀一直循环折腾浪费⼤大量量时间和精⼒力力，我记得以前有⽼老老前

辈说，早知当年年⼀一⼝口⽓气学到 IE，不不⾄至于现在⼀一个 NP⽔水平不不上不不下的，好⽣生尴

尬，以前我不不懂。后来才明⽩白，学个半吊⼦子，以后想再折腾 IE，其实还得重新

捡回来 NP，这个历程实在太难受了了，跨出当初学 NP的决⼼心，是要勇⽓气，跨出

学 IE决⼼心也是要勇⽓气，何必让⾃自⼰己再来⼀一次呢？ 

 趁着 NP热乎⼀一⼝口⽓气冲到 IE，我觉的是必要的。⼈人嘛⼀一辈⼦子总要有点追

求，对于我从来没有追求卓越的我来说，2012年年的 12⽉月份的那次跨越，也是

我这辈⼦子最英明的决定。 

 这个当年年很多⼈人说 IE⽜牛逼，也很多⼈人说 IE⽔水货，我觉的⽔水货也好，⽜牛逼

也罢，其实取决于⾃自⼰己，你认为⾃自⼰己拼命过，战⽃斗过，热⾎血过，我觉的考个 IE

还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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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怎样千⾥里里之⾏行行始于⾜足下，每天进步⼀一些些，半年年后的⾃自⼰己也许会成为

⼀一个当年年仰视的⼈人。 

1.2. 证书认证等级 

 零基础⼊入⻔门从 NA开始，随着学习技术的深⼊入，各种路路由协议，各种⼩小型

的组⽹网，已经不不能满⾜足你的求知欲，恭喜你这时候的你，该进⼊入 NP的队伍。 

 NP的⼀一个级别已经是⽹网⼯工包含了了⽹网⼯工必备的各种技术，⼀一个成熟的⽹网⼯工，

需要掌握的各种技能，该学的都已经学过，但是很多情况是 NP学完总感觉⾃自⼰己

缺了了很多，感觉⾃自⼰己⼀一头雾⽔水，这时候的你要多做实验，多做配置去理理解这些

技术知识点，把他们融会贯通起来。这个过程你可以在⼯工作中慢慢去积累，慢

慢去融合。也可以进⼊入⽹网⼯工的顶级 IE 

 IE这时候已经不不是单纯的理理论和实验，在这个阶段你需要不不断的实验，实

验，去验证你之前学过的所有知识，⽆无论是 NA的 ACL NAT，⽆无论是 NP的 BGP 

VRRP，通过每天⼤大量量的实验去融合。 

在 IE阶段你要放弃的是⼤大量量的休息时间，⼤大量量的朋友聚会，⼤大量量的娱乐时

间，每天所有的娱乐就是 IE的实验，你闭上眼睛都能想起所有拓拓扑和命令的时

候，这时候的你才有资格对 IE发起挑战，获得⼀一个⾛走上⼈人⽣生巅峰的机会。 

1.3. 对于 NA 的⼏几点常识 

 对于零基础(转⾏行行，或者⾃自学七七⼋八⼋八)的同学来说，刚⼊入⾏行行还是⽼老老⽼老老实实

的把基础学精，我对于 NA这个版块打好基础，往上来说才能更更加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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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到底学到什什么程度才算 ok？作为过来⼈人告诉你，学到你觉的想学，要

学⽹网络，觉的⽹网络很有意思，想要深⼊入了了解，协议、冗余、结构。 

 如果你觉的 NA很简单，那不不好意思你挖的不不够深，了了解下 OSPF的 7种状

态，了了解下 OSPF的特殊区域，了了解下 NAT双转。 

 如果你觉的 NA很难，那是你⽤用⼒力力的⽀支持不不对，很多 NA不不懂的，到了了 NP

⾃自然就会懂了了，因为 NP挖的深，NP学的多，让⼀一个⼩小学⽣生(NA)，去理理解⼤大学

的知识(NP或者 IE)，明显不不靠谱啊。 

1.4. 开始学习吧 

1.4.1. 时间安排 

 每个⼈人每天有 24⼩小时，睡觉 8⼩小时，⼯工作(上学)8⼩小时，吃饭路路上 4⼩小

时，剩下 4个⼩小时是你超越别⼈人的机会。 

 保持每天有 2个⼩小时的时间学习，⽐比如周⼆二周五晚上 20点-22点上课，周

⽇日⽩白天上课，那么剩下的周⼀一、周三、周四、周六、每天⾄至少 2个⼩小时⽤用来学

习，以及对之前的知识点进⾏行行梳理理，接下来的课程内容进⾏行行预习，完成课后作

业等。 

注:我可以说这个阶段基本上是培养兴趣和习惯阶段，我们会对每位同学的

进度进⾏行行统计，上课率，作业完成情况，理理论抽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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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心态 

保持每天的睡眠质量量，⼀一个良好的⽹网络，关注群内信息，参与同学们的技

术讨论，在你教⼈人的或者被⼈人教的时候，都是在共同成⻓长，放开哪些⼩小⼥女女孩的

矜持吧。 

摆正⼼心态，你可是要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人，坚持才是王道，删掉

游戏，删掉抖⾳音，让⽆无关的⼈人和事情远离你。 

1.4.3. 让周围的⼈人知道 

 让你的⽗父⺟母知道，让你的⼥女女票，你的朋友知道你在学习，你在变的更更优

秀，没有什什么不不能说的，让他们⽀支持你的改变，你的进步。说服你周围的⼈人也

是⼀一⻔门技术，以后你们做项⽬目的时候就懂了了，让你不不懂⾏行行的⼈人懂你说什什么，是

⼀一件很重要的事，况且还是你的⽗父⺟母和亲⼈人呢。加油，你通过努⼒力力让他们知道

你是靠谱的！ 

1.4.4. 学习氛围 

⼀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把桌⾯面上的吃的，玩的，没有

的东⻄西收起来，告知别⼈人学习的时间不不要被打扰。 

⼀一个通畅的⽹网络环境，⼀一台配置过得去电脑(CPU最少双核，内存 8G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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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安装好软件 

安装好模拟器器，GNS3，ENSP，WIRESHARK，CRT，PPT，WORD，EXCEL，

VISIO(画图软件)，向日葵+teamview(远程软件)，这些必备的⼯工具都安装好，

相信我未来总会有⽤用到的时候。 

在此你已经做好所有准备⼯工作，那么开始你进⼊入⽹网络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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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华为 VRP 系统基本操作 

实验拓扑 

 

知识点 

路由器的文件系统： 

1. Flash：可读可写，用来存储路由器 IOS 镜像文件，类似于 PC 的硬盘，一般位于设

备主板上； 

2. NVRAM（Non-Volatile Random Access Memory 非易失性 RAM）：可读可写，用来
存储设备的启动配置文件（startup-config）； 

3. RAM（Random Access Memory 随机存储器）：可读可写，IOS 将加载到该存储器
中运行，并且还要存放设备的运行文 件、IP 路由表、ARP 表和其他缓存信息，都将

保存在这里，断电后将会丢失（running-config）； 
4. ROM（Read-only Memory 只读存储器）：主要用于系统初始化，包括 POST、

Bootstrap 和迷你 IOS（ROMMON）； 

基础配置 

1. 修改设备名称； 
[Huawei]sysname R1  
[R1] 

2. 配置登入信息，进入系统视图的提示语 
[R1]header shell information "Welcome to the FUNNET to learning." 
退出路由器命令行界面，再重新登录命令行界面，查看登录信息是否已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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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quit  
<R1>quit 
   Configuration console exit, please press any key to log on 
Welcome to the FUNNET to learning. 

3. 默认情况下，通过Console口登陆无密码，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连接到设备，进行配置。  

为避免由此带来的风险，可以将Console接口登录方式配置为密码认证方式，密码为密

文形式的”FUNNET“  
空闲时间指的是经过没有任何操作的一定时间后，会自动退出该配置界面，再次登陆

会根据系统要求，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验证。设置空闲超时时间为20分钟，默认为10分

钟。 
[R1]user-interface console 0 

[R1-ui-console0]authentication-mode password  
[R1-ui-console0]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cipher  
Warning: The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mode is not secure, and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use "aaa" authentication mode.  
Enter Password(<8-128>):  
Confirm password:  

[R1-ui-console0] idle-timeout 20 0     超时时间20分钟 
通过dis this 查看配置结果 

4. 查看当前设备上存储的文件列表 
<R1>dir 

5. 管理设备配置文件 
<R1>display saved-configuration    查看保存的配置文件，未保存时为空 
<R1>save 保存配置 

<R1>reset saved-configuration     删除配置文件 
This will delete the configuration in the flash memory. The device configurations 
will be erased to reconfigure. Are you sure? (y/n)[n]:y 

6. 重启设备 
<R1>reboot  

Info: The system is now comparing the configuration, please wait. 
Warning: All the configuration will be saved to the next startup configuration. 
Continue ? [y/n]:n      重启时取消保存 
System will reboot! Continue ? [y/n]:y      是否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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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静态路由 

实验拓扑 

 

知识点 

默认路由：当路由器收到目标地址不在路由表中的数据包时，将全部发送到默认路由所定

义的 下一跳，作为未知地址数据包的一种最后求助方式，这就是默认路由的功能；默认路

由的使用， 可以大大节省系统资源，缩减路由表的大小； 
使路由器生产默认路由，可以有三种方法： 
1. ip route-static 0.0.0.0 0.0.0.0 X.X.X.X 
2. 路由黑洞：路由黑洞一般是在网络边界做汇总回程路由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不太愿意出

现的现象，就是汇总的时候有时会有一些网段并不在内网中存在，但是又包含在汇总

后的网段中，如果在这个汇总的边界设备上同时还配置了缺省路由，就可能出现一些

问题。这时，如果有数据包发向那些不在内网出现的网段（但是又包含在汇总网段）

所在的路由器，根据最长匹配原则，并没有找到对应的路由，只能根据默认路由又回

到原来的路由器，这就形成了环路，直到 TTL 值超时，丢弃； 
3. 黑洞路由：上面的路由黑洞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场景，所以要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

案，就是黑洞路由啦，其实就是一条特殊的静态路由，下一跳指向 null 0 口，一个不

存在的口，结果就是将匹配这条路由的数据包丢弃。 

需求 

1. 现有一个企业网络拥有3个分支节点，根据拓扑与图中网段进行网络搭建；每台设备使

用loopback0接口模拟管理地址，为后续的远程管理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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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图中所有设备上规划静态路由，R1上只能通过一条静态路由访问三个分支站点（最

小路由汇总）；由于核心去往出口路由器只有一个出口，请配置一条缺省路由指向出

口，以便公网数据通过默认路由转发；(限制静态路由条目：R1，R2：6条以内，

R3,R4,R5：1条以内)； 
3. 鉴于网络中的聚合路由中包含一条不存在的网段，需要在拥有详细路由的核心设备上

配置一条黑洞路由，防止路由黑洞的形成； 

配置 

设备命名规则：sysname [名称]       \\为设备配置一个名字 
环回接口配制规则：interface loopback [0~ 2147483647]  \\进入 loopback 接口 
ip address [网络地址] [掩码]  \\配置接口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物理接口配制规则：interface gigabitEtherent [插槽号/编号/接口号]  \\进入物理接口 
ip address [网络地址] [掩码]   \\配置接口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undo shutdown             \\开启一个接口 
静态路由配制规则：ip route-static [网络号] [掩码] [下一跳地址]    配置静态路由 
例子：ip route-static 2.2.2.2 255.255.255.255 12.1.1.2 
默认路由配制规则：ip route-static 0.0.0.0 0.0.0.0 [下一跳地址]     配置默认路由 
例子：ip route-static 0.0.0.0 0.0.0.0 12.1.1.2 
静态汇总路由配置规则：ip route [汇总网段] [汇总掩码] [下一跳地址] 配置汇总网络 
例子：ip route-static 10.1.0.0 255.255.252.0 12.1.1.2 
黑洞路由配制规则：ip route-static 10.1.0.0 255.255.252.0 NULL 0 

排错 

1. 首先确保你的物理直连地址可以 ping 通； 
2. 路由既要有去，也要有回，例如上图中，23 网段不与 R1 直连，这个时候就需要在 

R1 上配置一条静态路由，使之有去 23 网段的路由，静态路由的下一跳的地址一定

是与你相连路由器的接口地址； 
3. 当配置 R1，使之能够 ping 通 R2 的 loopback 接口地址时，R1 要有去 2.2.2.2 的

路由，当然 R2 也要有，当包到达 R2 时，R2 要考虑怎么回来，如果 R2 不知道怎

么到达 R1，你就无法ping 通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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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动态路由协议 RIP 

实验拓扑 

 

知识点 

RIP 路由更新：RIPv1/2 每 30 秒钟广播（255.255.255.255）/组播（224.0.0.9）一次 
超时：180 秒未收到更新，即标记为不可用（跳数 16），240 秒收不到，即刻从路由表

中删除； 跳数：最大跳数为 15 
协议：使用 UDP 协议，端口号 520 
水平分割：即从一个接口收到路由更新，不会再从这个接口将收到的路由发回去； 
认证：版本 1 不支持认证，版本 2 支持认证； 
自动汇总：RIP 会在主类网络边界自动汇总，华为设备默认关闭自动聚合； 
RIP 汇总：可以在接口上配置手工汇总，对发出的路由生效； 
Silence-interface：可以指定某个接口不发送和接收 RIP 更新； 
Maximum load-balance：可以改变默认的最大可用路径，RIP 可以等价负载均衡，默认最

大是 4 个下一跳，配置为 1 就是关闭负载均衡；  
 

需求 

1. R1 至 R2 使用 12.1.1.0/24 网段，R2 至 R3 使用 23.1.1.0/24，其他配置如上； 
2. 如图，全网运行 RIPv2，将 R1/R2/R3 的物理接口、loopback 地址和 10.1.0.0 网 

段都 network 到 RIP 中，并在RIP视图下配置：summarry always   ，观察 R1/R2 
是否能够收到 10.0.0.0 的详细路由，为什么？； 

3. 所有路由器关闭自动汇总功能，观察 R1/R2 是否能够收到 10.0.0.0 的明细路由，在 
R2 的接口上将该路由进行汇总，使 R1 只能收到 10.1.0.0/22 的汇总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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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去 R1 上观察关于 10.1.0.0/22 的路由 metric 值是多少，配置将该路由的 metric 变

为 6； 
5. 在 R4 上观察去 23.1.1.0 网段有几个下一跳，配置 R4 与 R2 之间网段不接收也不

发 送 RIP 更新，使 R4 去 23.1.1.0 网段只有一个下一跳（Silent-interface）； 
6. 在 R1 上将 1.0.0.0 的 network 去掉， R2 、 R3和 R4  这个时候没有路由能够到

达 1.0.0.0，配置 R1 通告一条默认路由给 R2 、 R3 和 R4； 
7. 恢复 R2 与 R4 之间接收发送 RIP 更新，在 R2 上观察去 34.1.1.0 网段有几个下一

跳，改变 RIP 的默认最大可用路径，使之只有一个下一跳； 

配置 

RIP 协议配制规则： rip 1               进入 RIP 1视图 
                   version 2               配置 RIP 版本 2，不敲默认版本 1 
    summary-always    开启自动汇总，华为默认自动关闭自动汇总 
                   network [网络号]        在该网段启用 RIP 
RIP 汇总配制规则：rip summary-address  [网络号] [掩码]  
例子：rip summary-address  172.16.0.0 255.255.248.0 接口下配置 RIP 汇总 
RIP silent-interface 配置： 

       在 RIP 进程下面配置 silent-interface g0/0/0     关闭指定接口的 RIP 更新 
       或者 silent-interface all    先关闭所有接口上的 RIP 更新 
       然后 undo silent-interface g0/0/0    配置指定的接口继续发送更新 
RIP 最大负载均衡条目 配置： maximum load-balancing       指定负载均衡的下一跳

路由数量 

RIP 配置下发默认路由 
    在 RIP 进程下配置 : default-route originate   

排错 

1. 首先确保你的物理直连地址可以 ping 通； 
2. 路由宣告后才能发布到其他路由器； 
3. 路由协议的高级特性将影响路由的传递，影响路由的下一跳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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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OSPF 的邻居 DR 和 BDR 

实验拓扑 

 

知识点 

Router-id：确定网络中的每一台路由器，router-id 是唯一的，不能重复，华为两种种方

法确定它： 

1. 在进入 OSPF 进程时手工指定 Router-id； 
2. 活动物理接口 IP 地址最大的，最优选； 

DR/BDR：多路访问网络中必须选择出一个核心路由器和备份核心路由器，称为 DR
（Designated Router）和 BDR（Backup Designated Router），网络中所有的 OSPF 路
由器都和 DR/BDR 互换 LSA，这样一来，DR/BDR 就会拥有所有的 LSA，并且由 DR 
将所有的 LSA 转发给每一台路由器，当 DR 丢失后，BDR 自动接管 DR 的工作，选举

顺序依次为：接口优先级 > Router‐id，最大将成为 DR， 次大成为 BDR； 
邻居建立条件： 

1. Area-id（区域号码）一致 
2. Hello and Dead Interval（Hello 时间与 Dead 时间）一致 

3. Authentication（认证）一致 

4. Stub Area Flag（末节标签）一致 
OSPF 8 种状态机： 

1. Down————刚刚启动 ospf 进程，还没有收到任何 hello 包 

2. Attempt———特殊网络环境，不能发送组播，需要单播发送，例如帧中继，会有此

状态 

3. Init—————只是一方收到另一方的 hello，但双方没有完成 hello 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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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wo-way———已完成 hello 交换，已经在 hello 中看到自己是对方的邻居 

5. Exstart————在交换 DBD 之前，要在此状态协商主从关系，从先发送 DBD 给主 

6. Exchange———完成协商后，开始交换 DBD 
7. Loading————收到 LSR 之后，确定对方少哪条 LSA，再发送 LSU 告知对方自

己的详细 LSA 信息 

8. Full——————完成链路数据库收敛 

需求 

1. 如上图所示，五台路由器接口使用 192.168.1.0/24 网段，R1 地址是 1.1、R2 地址

是 1.2，以此类推，R1 的 loopback 接口地址是 1.1.1.1/32，R2 是 2.2.2.2/32，以

此类推； 
2. 完成 loopback 地址和物理接口地址，除了 R5 的 5.5.5.5/32 在 Area 1 中运行，其

他 路由器的接口均在 Area 0 中运行，注意：先不要将所有的物理端口 up，只配地址

和 OSPF 进程； 
3. 配置完成后，在 R1 特权模式启动 debug ip ospf event， 并且开启 R1 和 R2 的物理

接口，在 R1 上通过 debug 信息查看 OSPF 邻居建立和 DR/BDR 选举过程；通过

debug 查看后再 R1 的接口抓包，在特权模式下 clear ip ospf process,查看建立邻居过

程交互的数据包； 
4. up 所有物理端口配置 R5 将 loopback 接口 5.5.5.5 划入 Area 1，在 R1 上观察 

5.5.5.5 的路由，是否打 O IA，这表示 5.5.5.5.是 OSPF 其他区域的路由条目； 
5. R2 新建 10.1.1.1 的 loopback 接口地址，但不 network 进 ospf，问 R1 是否能够 

ping 通 10.1.1.1，为什么，如何才能 ping 通，并且如何能够自动让其他路由器也知

道该路由； 

配置 

OSPF 配置规则：ospf  [进程号]  router-id [router-id] 
    Area [区域号] 
                  network [网络号] [反掩码] 将网段宣告到改区域内 

例子： ospf 1 router-id 1.1.1.1 
  Area 0 
        network 192.168.1.0 0.0.0.255 

OSPF 重分布配置规则：import-route [路由协议] subnets  加subnet，将所有子网重分布 

       例子：ospf 1 进入 OSPF 进程 

               import-route static subnets  引入静态路由 
OSPF 下发默认路由给其他邻居：default-route-advertise [always]   // 若不添加always 
只有在自身路由表中拥有一条默认路由时才能下发给其他邻居；添加always不管本身上是

否拥有一条默认路由，均会下发一条默认路由给它的邻居； 
  
常用 display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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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ospf  peer                   查看邻居 

display this                               查看本视图配置的命令 
display ospf interface               查看运行了 ospf 的接口 
display ospf lsdb               查看 ospf 数据库 
reset ospf process 只能在<huawei> 用户视图下配置  清除 ospf 进程，重新建立邻居 

排错 

1. 首先确保你的物理直连地址可以 ping 通； 
2. 接口网段宣告后开始建立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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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OSPF 路由传递 

实验拓扑 

 

 

知识点 

影响OSPF路由选择的因素： 
1. OSPF 路由的开销值：带宽参考值默认为 100，COST=1000/接口带宽，此时接口

带宽的值可更改，更改后只改变参考数值，带宽仍然为初始值 注意：更改 COST
需要在路由的入方向，数据的出方向更改 

2. 默认 COST 与接口类型的关系： 
环回口的 COST 值是 1   
serial 口的 COST 值是 64    T1 链路俗称串口 100/1.544=64 
标准以太接口是 10          E 口  100/10=10 
快速以太接口是 1           F 口/E 口  100/100=1 
千兆以太接口是 1           GE 口     100/1000=1 
万兆以太接口是 1           Ten GE 口 100/10000=1 
注意：参考值默认为 100，可修改，修改根据网络中使用的接口类型，以带宽最大

为标准进行修改，修改时所有运行 OSPF 的设备均要修改； 
3. OSPF 路由的 AD 值：Cisco 110  HUAWEI 内部 10  外部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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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宣告原理：OPSF宣告一个网段时，OSPF查询本机所有接口的IP地址，IP地址属于网

段内的接口被宣告到OSPF区域中，宣告产生的路由掩码以接口地址掩码位为准；精确宣

告时代表OSPF进程查询的地址必须唯一匹配，只有匹配的接口IP才能被宣告，宣告的路

由掩码以接口掩码为准； 

一个网段宣告一个区域：一个网段通过Network宣告时只能宣告到一个OSPF区域 
OSPF 华为重分布： 

重分布不关心区域：将路由条目重分布到一个 OSPF 进程时，该进程有多个区域都

将收到这些重分布的路由 

需求 

1. 根据上图完成 IP 地址配置以及 OSPF 配置 IP 地址，保证连通性，配置 OSPF 进程号

为 1，手工指定 Router-ID，采用精确宣告，宣告除了 R1 的 1.1.1.1 以外的所有

Loopback 接口； 
2. 配置完成后，在 R1 上将 1.1.1.1 宣告到 OSPF Area 1 中，在 R4 上查看 OSPF 的链

路状态数据库，查看此时 1.1.1.1 通过哪个 OSPF 邻居传递到 R4；查看在 R1 上再次

宣告 1.1.1.1 到 OSPF Area 2 中，查看 R1 的英文提示信息，查看 R4 的 OSPF 链路

状态数据库信息，查看 1.1.1.1 通过哪个邻居传递到 R4； 
3. 将 R1 上宣告 1.1.1.1 的命令删除，配置重分布直连，查看 R4 的 OSPF 链路状态数

据库查看 1.1.1.1 有收到几条，各由哪个邻居发送； 
4. 修改 R4 和 R2 链路之间的 COST 值，使 R4 到达 1.1.1.1 负载均衡 使 R1 到达

4.4.4.4 负载均衡； 

配置 

OSPF 配置规则： ospf [进程号] router-id [router-id] 
    Area [区域] 
                  network [网络号] [反掩码] area [区域号]  

例子： ospf 1 router-id 1.1.1.1 
        network 192.168.1.0 0.0.0.255  

OSPF 重分布配置规则：import-route [路由协议] subnets  加subnet，将所有子网重分布 

       例子： ospf 1 进入 OSPF 进程 

import-route static  
OSPF 修改COST值配置：interface [插槽号/编号/接口号] 

 ospf cost [Metric] 
                  例子：interface g0/0/0 
                         ospf cost 1 
OSPF 修改参考带宽值配置： ospf [进程号] 
                          bandwidth-reference [ref-bw] 
常用 show 命令： 
dis ospf peer                    查看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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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 ospf interface all          查看运行了 ospf 的接口简要信息 
dis ospf lsdp              查看 ospf 数据库 
reset  ospf process             清除 ospf 进程，重新建立邻居 

排错 

1. OSPF邻居是否正常建立，宣告网段是否有误； 
2. OSPF进程号必须对应； 
3. 形成等价负载均衡时路由的AD值和COST值必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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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DHCP 原理及配置 

实验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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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无中继情况下 DHCP 报文交互流程： 

1. 步骤 1：Client 端以 1s/个的频率发送 DHCP Discover 报文(二层和三层地址均为广

播)， 
2. 步骤 2：在同个广播域内的所有 DHCP Server 均回复一个带有分配的地址、网关

和 DNS 的 DHCP Offer 报文(目的：二层单播，三层广播；源：二层服务器 MAC，

三层服务器 IP)， 
3. 步骤 3：Client 会处理接收到的第一个 DHCP Offer 报文，Client 先 Ping 该分配的

地址，如果能通表示该地址被使用了，此时回复一个 Information 报文告诉服务

器，服务器重新分配地址再重复步骤 2，如果没有 Ping 通表示地址可以使用，

Client 发送 DHCP Request (携带服务器 IP 和请求的地址)向服务器发起请求，这是

Request 是一个广播； 
4. 步骤 4：服务器收到 DHCP Request 报文时对比报文中的服务器地址是否和自己一

致，一致则二层单播(三层广播)回复一个 DHCP Ack 报文给 Client，Client 就可以

开始使用这个地址。 

存在中继情况下报文交互流程： 

当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有一个三层设备时，一个网段里有一台 DHCP Relay 设

备，可以把收到的 DHCP 广播报文变成一个目的 IP 地址为 DHCP server 的单播报

文，因为它知道 server 的 IP 地址(配置 Relay 时配置的)，再把从 server 端返回的

DHCP Offer，DHCP ACK 等单播报文变回广播报文，再发给电脑主机。 

当租约的时间重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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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当地址租期到达 50%的时候发送一个单播的 DHCP Request 报文给

Server，如果过 Server 正常回复 DHCP Ack 报文此时 Client 租期重置；如果过没

有回应则继续使用，当租期到达 87.5%时广播发送一个 DHCP Request，如果

Server 收到这个 DHCP Request 正常情况下回复一个 DHCP Ack 此时租约时间重

置，如果任然没有收到回复，等待租期结束，Client 端发送 DHCP Release 释放这

个地址，并且重新发起 DHCP 请求，获取新的地址。 

需求 

1. PC1 使用自动获取 DHCP 的方式进行配置 
2. 将 VLAN 10  作为 DHCP 的服务器地址；配置地址池 

配置 

DHCP Server 配置方式： 
  

dhcp enable 
 

 ip pool vlan10-pool       // 配置 DHCP 地址池 
  gateway-list 192.168.1.1 
  network 192.168.1.0 mask 255.255.255.0 
  dns-list 202.101.172.35 
 
 interface Vlanif10   //配置启用 DHCP 

ip address 192.168.1.1 255.255.255.0 
dhcp select global    
 

DHCP relay 技术配置方式 
 Interface vlan 10  
  Dhcp relay server-select dhcp1 

排错 

1. 看看VLAN虚拟接口是否双UP； 
2. 查看中继三层设备到达DHCP的服务地址是否有三层路由； 
3. DHCP地址池注意是否配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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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 VLAN、TRUNK 和 GVRP 

实验拓扑 

 

图 1 

 

图 2 

知识点 

冲突域：一个网段属于一个冲突域，例如：每个 Hub 都属于一个冲突域，而 Switch 的
每个端口就是一个冲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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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域：一个子网属于一个广播域，逻辑上一个 LAN 组成一个广播域，物理上一个交换

机构成 一个广播域； 
划分 VLAN 的优势： 

1. 缩小广播域 
2. 提高安全性 
3. 提高可扩展性 

Native VLAN：默认情况下，交换机所有接口默认都在 Native VLAN 中，vlan 1 就是是 
Native VLAN，无法删除，非 Native VLAN 的流量在 Trunk 中传输数据时要被添加 Vlan 
标记，但是 Native VLAN 在 Trunk 中传输数据时是不进行标记的。 
VLAN号范围思科： 

VLAN范围 特点 用途 
1,4094 保留 仅限系统使用，用户不能查看这两个VLAN 

1 正常 交换机默认VLAN，用户可以使用，但是无法删除 
2~1001 正常 用于以太网VLAN，用户自行创建，可以使用和删除 

1002~1005 正常 用于FDDI和令牌环网，Cisco默认VLAN，不能删除 
1006~1024 保留 仅限系统使用，用户不能查看和使用这些VLAN 
1025~4094 扩展 仅用于以太网 

 
VLAN号范围华为： 

VLAN范围 特点 用途 
1,4094 保留 仅限系统使用，用户不能查看这两个VLAN 

1 正常 交换机默认VLAN，用户可以使用，但是无法删除 
2~4094 正常 用于以太网VLAN，用户自行创建，可以使用和删除 

 
Access:通常用于接入设备的端口，将端口静态关联到某个 VLAN 下，Access 接口有以下

特点： 
1. 接收到的数据帧不能带任何的 VLAN TAG； 
2. 接收到的数据帧带有 VLAN TAG 丢弃该帧； 

Trunk:通常用于交换机之间互联，用于同时传输多个 VLAN 的数据，Trunk 链路特点 
1. 传输数据帧时带 VLAN TAG 在链路上传递； 
2. Trunk 出方向打上 VLAN TAG 入方向去除 VLAN TAG； 
3. 属于 Native VLAN 的帧在 trunk 接口的出方向上不打 VLAN TAG 发送到

Trunk 链路上； 
4. Trunk 接口的入方向收到不带 VLAN TAG 的帧，转发到 Native VLAN 下并加上 

Native VLAN TAG 进行查表转发；  
GVRP：用于在交换机之间同步 VLAN 的相关信息，默认情况下，Cisco 交换 机每 5 秒
通过管理 VLAN 以二层组播数据帧的形式传输一次 VTP 通告，下面是 VTP 的三种模

式； 
1. Normal：可以创建、修改和删除静态 VLAN，发送自身的 GVRP 通告，同步 

接收到的动态 VLAN 信息， 保存到静态 VLAN 到 NVRAM 中； 
2. Fixed：可以配置静态 VLAN，不同步任何的 GVRP 信息中的动态 VLAN，会发

送自己的 GVRP 信息 可以保存自己的静态 VLAN，可以作为服务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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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orbidden：可以创建、修改和删除静态 VLAN，不接收 GVRP 信息，不更新

任何动态 VLAN 但保存静态 VLAN 到 NVRAM； 
注意：需要在全局开始 GVRP 才能在接口下配置 

需求 

1. 对应图 1 中对应的 PC 配置对应网段，不配置网关，在交换机上创建对应的 VLAN，并

将对应的 PC 划分到对应的 VLAN 下，查看是否能 ping 通，开启 Wireshake 在 PC 和

交换机之间的链路抓包，查看二层数据帧结构,查看是否拥有 TAG；（access 链接的

链路中不会存在 VID）； 
2. 对应图 2 中的信息在交换机上配置，手动创建 VLAN，将对应端口链接的终端划分到

对应的 VLAN ，配置交换机互联的端口为 Trunk ，使用 PC1 ping PC3 进行测试，

开启 Wireshake 抓包，抓取 Trunk 的帧，与需求 1 抓的帧对比；你会发现相比原来的

access 端口帧，多出了 VLAN 10 的相关 VLAN TAG 
3. 对应图 2 中对应的 PC 配置对应网段，不配置网关，在交换机上对应 VLAN，并将对应

的 PC 划分到对应 VLAN 下，配置交换机之间配置 Trunk 链路，将两个交换机使用 
Trunk 连接起来，Switch 1 的 G0/0/0 GVRP Fixed 模式，Switch 2 的 G0/0/0 是 
GVRP Normal 模式，在 Switch 1 上创建 VLAN 10/20/30，查看 Switch 2 是否能够

自动同步到这些动态 VLAN，在 Switch 2 上创建 VLAN 40/50，查看 Switch 1 能否

同步这些动态 VLAN； （同步完成之后需要注意，GVRP 同步的 VLAN 无法使用，需

要再次进行手动创建 VLAN，才能开始使用此 VLAN） 

配置 

VLAN 配置规则： 
 vlan [1 ~ 1005] 配置 VLAN 
   name [名称] 配置 VLAN 名称  
 int g0/0/1 进入接口 

port link-type access 配置为 access 模式 

port default vlan [1 ~ 4096] 将接口划入指定 VLAN 中 

Trunk 配置规则： 
int g0/0/0 进入接口 

port link-type trunk  将接口强制配置为 trunk 模式 

port trunk allow-pass vlan [1 ~ 4096]    指定允许哪些 VLAN 通过(默认只允许

VLAN 1) 
       port trunk  vlan [vlan ID]     指定 native vlan 
GVRP 配置规则： 
    [Huawei]gvrp           系统视图下开启GVRP 
   [Huawei-Etherent0/0/1]gvrp registration [normal/fixed/forbidden]       接口

下配置GVRP的注册模式  
验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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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vlan                   查看所有 VLAN 信息 
 display vlan [VLAN ID] 查看具体某个 VLAN 的详细信息 

display vlan summary  //查看动态VALN，静态VLAN，以及注册VLAN 
  

排错 

相同 vlan，不同网段之间的 PC，只有在互指网关的情况下，才可以通信，这是因为在不

指定网关的情况下，PC 如果要去另一个网段，它不知道应该把这个包给谁，因为目的主

机和它不是一个网段，因此 PC 不会产生任何二层和三层流量，直接报错（PING: 传输

失败。General failure.）；例如 PC1 如要使用 192.168.1.10 的地址 ping 通 
192.168.2.10 的地址，在不指定网关的情况下，通过子网掩码，PC1 获悉 192.168.2.10 
是另一个子网的地址，windows 将之间返回：传输错误的提示，不会产生任何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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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STP 原理 

实验拓扑 

 

知识点 

冗余链路中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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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STP：一种在交换网络中，逻辑上切断一条链路，以避免产生二层环路的一种手

段；每个广播域选择一个根桥，每个非根桥上选择一个根端口，每个段选择一个指定端

口，阻塞其他接口； 
BPDU 网桥协议数据单元：用于运行生成树的交换机之间交互生成树信息，并根据这些信

息来配置网络，将接收到的 BPDU 同自身的 BPDU 进行比较。BPDU 中含有 Bridge ID 
(BID); 
网桥标识符（BID）的组成：如下图所示，BID 由下面二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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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idge Priority（网桥优先级）：默认是 32768，取 值范围是 0 ~ 65535，每 

4096 倍数增长； 
2. MAC Address：取设备的 MAC 地址； 
端口角色 描述 

根端口(RP) 
这一类端口存在于非根网桥上，它是交换机端口去往根桥的最佳

路径。根端口 会将数据流转发给根桥，每个网桥上只会有一个根

端口； 

指定端口(DP) 

这一类端口即存在于根网桥上，也存在于非根网桥上，对于根网桥

来说，所有 的端口都将会成为指定端口。对于非根网桥来说，指

定端口是需要与交换机之 间收发数据帧的端口，每个网段中只能

有一个指定端口； 

备份端口(AP) 
既不是根端口，也不是指定端口的所有其他端口，都将成为非指定

端口，非指 定端口只能接收，但不能转发数据帧（因为被逻辑上

阻塞了） 
 
STP 4 种端口状态： 

1. Blocking（阻塞状态） 
2. Listening（侦听状态） 
3. Learning（学习状态） 
4. Forwarding（转发状态） 

 
STP 链路成本： 

链路速度 端口成本 
10 Mbit/s 100 
100 Mbit/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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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Mbit/s 4 
10 000 Mbit/s 2 

最新的链路成本：（10^7）/ 接口带宽 
STP 选举过程： 

1. 选 1 个根网桥：每个 VLAN 或实例中只能有一个根网桥，网桥 ID 最小的将

成为根桥，在根桥 上所有端口都会成为指定端口，指定端口可以发送和接收流

量，还可以发送和接收 BPDU； 
2. 在所有非根桥上选举根端口：STP 将在每个非根网桥上选举 1 个根端口，该

端口所连接的路 径一定是该网桥到根桥开销最低的路径，选举根端口次序是：

cost > 对端 BID > 上游接口 ID； 
3. 在每个网段上选举指定端口：STP 会为每个网段选举一个指定端口，从它到达

根网桥的路径 开销最低，每个网段只能有一个指定端口，选举次序是：cost > 
对端 BID > 上游接口 ID； 

4. 所有其他端口都会被堵塞（AP） 
 

需求 

1. SW1 、 SW2 和 SW3 开启生成树协议，让交换机自动选举根桥（Root Bridge）、

根端口（Root Port）、指定端口（Designated Port）、阻塞端口（Blocked Port）； 
2. 观察哪一个交换机是根桥，为什么 
3. 观察根交换机上的端口都是什么端口 
4. 观察与根交换机端口相连的对端交换机端口是什么角色 
5. 为什么非根桥上有一个端口被 Blocking  

配置 

STP 配置规则： 
             stp mode stp  在交换机上开启 STP 协议，思科交换机默认运行PVST+,
华为默认运行MSTP，锐捷默认不运行任何生成树 
             dis stp brief  //查看交换机的stp简要信息         

      stp  priority  [0-61440]  // 改变交换机优先级  
      dis stp  interface e0/0/1 查看端口角色、端口状态信息 

排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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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九 SVI 接口和 FHRP 首跳冗余协议 

实验拓扑 

 

图 1 

 
图 2 

知识点 

使用 FHRP 的目的：通常终端设备中配置了默认网关 IP 地址，如果默认网关 IP 地址

所属的路由器发生故障，那么本地设备将无法联通外网，即使目前网络中有冗余的路由器

可以充当该网段的默认网关，也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使终端设备获得新默认网关的 IP 地址

地址；因此网 关对于终端主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你需要确保网关的健壮性和最高可

用性，配置首跳冗余协议（FHRP）良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HSRP 和 VRRP 是
一种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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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I 接口(Switch Virtual interface)：交换机虚拟接口表示一个交换端口构成的 VLAN(其实

就是 VLAN 接口)，用来实现路由功能，用于实现系统中的路由和桥接功能，一个虚接口对

应一个 VLAN，这个虚接口 up 需要有以下两个条件: 
1. 创建 VLAN 
2. 有一个物理接口(Trunk OR Access 均可)关联到该 VLAN 下  

HSRP: 
HSRP 定义了路由器的备份组. 
备份组是一组参与 HSRP 的路由器,它们一起来模拟一台虚拟的路由. 
HSRP 备用组包含了下列实体： 

1. 活跃路由器（active） 
2. 备用路由器（standby） 
3. 虚拟路由器.（ Virtual） 
4. 其他 HSRP 成员路由器 

活跃路由器和备份路由器互相发送 Hello 包，通过组播地址 224.0.0.2.采用 UDP=1985 端

口，间隔为 3s 

 
工作原理：通过选举一台优先级较大(优先级相同看 SVI 接口 IP 地址，地址大的优先)路由

器充当活跃的网关路由器，而另一台或多台其他路由器则处于备用模式，一旦活跃路由器

失效，备用路由器马上就接管它的角色成为活跃路由器，对于局域网中 的主机来说它们就

是一个虚拟路由器，如下图，两台或多台路由器可以通过共享一个 IP 地址和 MAC 地
址，共同维护一个虚拟路由器，因此它可以提供网关的冗余性，且无需在终端设备上进入

任何额外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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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原理：管理员把虚拟路由器的 IP 地址配置为该网段主机的默认网关，当主机要把数

据帧发往默认网关时，主机发起 ARP 解析，请求网关 IP 地址对应的 MAC 地址。活跃

状态的物理设备回应 ARP 解析(备用忽略 ARP 以及数据帧)，返回虚拟路由器的 MAC 地
址。发往虚拟路由器 MAC 地址的数据帧，会由虚拟路由器组中活跃的物理路由器进行处

理，进行转发； 
切换过程：活跃和备份路由器之间默认每 3 秒钟使用组播地址 224.0.0.2 UDP 1985 端
口交换一 次 Hello 消息，组中所有路由器都需要建立 L2 层邻接关系，以此来知晓各自

的状态，切换情况有两种： 
1. (配合 Track 链路检测)一旦活跃路由器的链路发生故障（不是路由器之间的

链路），活跃路由器就会自动降级， 并用 Hello 消息告知备份路由器，备

份路由器一旦发现自己的优先级比活跃路由器高，马上就会成为活跃路由

器，充当转发路由器的角色； 
2. 一旦活跃路由器建立虚拟的备份组的链路发生故障（路由器断电或设备故

障），备份路由器就不会再收到活跃路由器发出的 Hello 消息，超时后备

用路由器就会成为活跃路由器，充当转发路由器的角色； 
VRRP:当 VRRP 备份组的虚拟地址与物理地址重叠，重叠地址的那台设备一定为最高，除

非设备备份组中断(断电，接口 DOWN)，此时才有可能被抢占 
HSRP 和 VRRP 对比： 
HSRP VRRP 
Cisco 私有协议 IEEE 标准协议 
最多支持 255 个备份组 最多支持 255 个备份组 
1 和活跃路由器、一个备份路由器、若干

个候选路由器 
一个活跃路由器、若干个备份路由器 

虚拟 IP 地址与真实 IP 地址不能相同 虚拟 IP 地址与真实 IP 地址可以相同 
使用 224.0.0.2 发送 Hello 数据包 使用 224.0.0.18 发送 Hello 数据包 
默认计时器：Hello 时间 3 秒，保持时间 
10 秒(主/备设备均发送 Hello) 

默认计时器：Hello 时间 1 秒，保持时间 
3 秒(主用发送 Hello，备用监听不发送) 

支持认证 支持认证 
FHRP 的缺陷：HSRP 无法感知上联接口的状况，当上联接口(链路)down 主用设备不会自

动改变主用设备，导致链路故障(如下图)，此时弥补的办法可以结合 track 和 SLA 进行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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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检测接口(NA)：通过检测本端接口的protocal状态是up还是down来决定Track进程的

up/down，关联HSRP/VRRP时，可以配置主用设备检查Track的up/down的状态，当进程

down时配置减少主用设备的优先级，减少后的优先级一定要小于备用设备的优先级，便于

切换； 
Track检测&SLA(华为NQA)检测(NP)：通过检测对应的源和目的之间的可达性来决定SLA
的状态(up/down)，将SLA检测关联Track进程，Track检测SLA的状态，并将Track检测关

联到FHRP进程，当检测到SLA出现down状态，减低对应设备的FHRP进程优先级，进行

主备切换； 
注意：SLA 中需要设置三个值： 

1. frequency 频率:代表多久发送一次  
2. timeout 超时:等待对方回应超时，超过时间该时间阀值则超时；  
3. threshold 阈值:往返时间差的范围 

需求 

1. 根据图 1 标识，配置 SW1 与 R1 互通，配置交换虚拟端口并配置对应 IP 地址，将与

路由器相连的接口关联到对应的 VLAN 下，用 ping 测试连通性； 
2. 根据图 2 中的信息在交换机上配置 VRRP 备分组和 HSRP 备份组，SW1 和 SW2 之间

链路交互的 HSRP 报文和 VRRP 报文，配置 PC1 与 PC2 的网关地址，使两台终端涉

笔能够和网关 ping 通； 
3. 根据图 2 中对应的网段配置 SW1 和 SW2 的 SVI 接口和物理接口与 R1 互通，SW1、

SW2 和 R1 运行 OSPF 路由协议，宣告直连网段、114 网段和 192 网段，但是 SW1
和 SW2 之间不建立 OSPF 邻居(passive-interface)，用 Track 接口的检测关联 VLAN 
10 的 HSRP 备份组 10，测试 ping 114 网段时网段时 shutdown SW1 的检测接口，

观察网络中断时间；  
4. 在需求 3 的基础上配置 Track & NQA 检测，并关联 VRRP 备份组 20，测试 PC2 ping 

114 网段时 shutdown R1 与 SW2 的检测地址接口，观察网络中断时间； 

配置 

HSRP 配置规则：（思科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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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 [接口类型] [接口编号]       进入物理接口或 SVI 接口 

ip address [网络地址] [子网掩码]      配置接口物理 IP 地址 
standby [0 ~ 255] ip 192.168.1.254     配置接口组的虚拟 IP 地址 
standby [0 ~ 255] priority [0 ~ 255]     配置路由器的优先级，默认为 100  

       standby [0 ~ 255] preempt             配置抢占 
standby [0 ~ 255] authentication [密码]  配置认证密码 

standby [0 ~ 255] timers [Hello timer] [holdtime]   配置 Hello 和 Holdtime 时间

间隔 

standby [0 ~ 255] track [track object number] decrement [priority decrement] 
配置关联的Track进程和减少的优先级 
track [track object number]  interface  [接口类型] [接口编号]  line-protocol 
配置Track进程检测的接口 
 

VRRP 配置规则：（公有） 
 interface [接口类型] [接口编号]       进入物理接口或 SVI 接口 

ip address [网络地址] [子网掩码]      配置接口物理 IP 地址 
vrrp vrid [0 ~ 255]  vritual-ip 192.168.1.254     配置接口组的虚拟 IP 地址 
vrrp vrid [0 ~ 255] priority [0 ~ 255]     配置路由器的优先级，默认为 100  

       vrrp vrid [0 ~ 255] preempt             配置抢占（VRRP默认开启） 
vrrp vrid [0 ~ 255] track  nqa track  [NQA test name] [instance name] reduced 

[priority (0~255)] 
配置Track进程关联NQA的名称以及实例和减少的优先级 
例： 
 vrrp vrid 10  track  nqa  jiance  funnet  reduced 30  
 //在vrrp 10 下关联track ，track下调用NQA 名称为 jiance ，实例为funnet ，

检测失败时减少优先级30 
vrrp vrid  [0~255]  track interface [接口类型] [接口编号] reduced [priorty 0~255] 
配置Track进程检测接口,如果接口down，vrrp优先级减少30； 
例： 
vrrp vrid 10 track interface e0/0/1 reduced 30  //vrrp 10 关联检测e0/0/1，当

e0/0/1检测接口down，减少本端vrrp优先级30； 
Track&NQA关联vrrp配置： 
   VRRP配置： 

vrrp vrid [0 ~ 255] track  nqa track  [NQA test name] [instance name] reduced 
[priority (0~255)] 
   NAQ配置： 
  nqa test-instance [test administrator name] [instance name] //创建NAQ，名+实例 
 test-type [检测类型] //配置检测类型 
 frequency [1~604800]  //两次检测的发送间隔 s  
 probe-count [1~15] //每次检测发送的报文数量 
 destination-address ipv4 [x.x.x.x]  //检测的对端地址 
 start now  //立即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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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nqa test-instance icmp funnet  //创建NAQ，名:icmp,实例 funnet; 
 test-type icmp //配置检测类型 
 frequency 10  //两次检测的发送间隔 10s  
 probe-count 2  //每次检测发送的报文数量2 
 destination-address ipv4 11.11.11.1  //检测的对端地址为11.11.11.1 
 start now  //立即开启 
 

NQA配置例子 
 

 
验证命令： 
sh standby brief            查看HSRP简要信息 
sh standby                 查看HSRP信息 

排错 

1. 首先排二层错误，查看核心上 STP 端口状态是否正确，主核心和备核心上不能有端

口被 Block，否则一定是出现抢根现象，请确保接入层交换机的优先级比主核心和备

核心都要低； 

2. 查看接入层交换机端口状态是否正确，如有问题，请确保接入层的 STP ROOT配置正

确； 
3. 如 HSRP 无法完成同步，请确保两个 SVI 接口下面的 HSRP 虚地址一样； 

4. 如 HSRP 无法自动切换，请确保准对某个 vlan 的主 HSRP 的优先级比备用 HSRP 
大 10； 

5. 如 HSRP 无法自动切换，请确保已经配置了跟踪端口； 

6. 如 PC 能够 ping 通自己的网关，但无法互相 ping 通，请确保能够 ping 到对方的

网关，如不 



                                                超有趣学网络内部文档 

 37 

如 PC 能够 ping 通自己的网关，但无法互相 ping 通，请确保能够 ping 到对方的网

关，如不通，请确保在交换机上已经开启了 ip 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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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 ACL 访问控制列表及 Telnet 

实验拓扑 

 

知识点 

访问控制列表ACL：相当于在路由器中编写一系列if-then语句，如果匹配进行then的操

作，如果第一个语句未匹配，不采取任何操作，继续匹配下一条，直到匹配结束，这里需

要注意的是任何ACL语句末尾都会有一条隐试的deny any 语句，这意味着不满足访问控制

列表中任何一条时，分组将被丢弃； 
ACL 匹配规则： 

1. 从 ACL 的第一条开始匹配，然后才是第二条第三跳，ACL 可采取编号形

式，从小到大依次匹配，默认为 10，20，30 的规则进行默认配置，便于扩

展； 

2. 分组不断匹配，直到满足条件； 

3. 每个访问控制列表中都有一条隐试的 deny 语句；  

访问控制列表的类型:访问控制列表有两种类型,标准和扩展 
类型 匹配 范围 

标准 ACL 只能匹配源地址 1~99,1300~1999 
扩展 ACL 匹配 IP 地址，数据类型，端口号 100~199,2000~2699 

命名 ACL 
标准 只能匹配源地址  
扩展 匹配 IP 地址，数据类型，端口号  

数据入站规则：如下图，数据到达接口入方向时，判断入方向是否调用 ACL，如果没有则

直接进行三层转发，如果有，则匹配 ACL，允许通过的数据三层转发，阻止的则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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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出站规则：如下图，数据查表决定出接口后，判断出方向是否调用 ACL，如果没有，

直接转发，如果有,则匹配 ACL 语句，允许的数据通过，不允许的数据则丢弃； 

 
注意：考虑到所有 ACL 都有一条隐式的 deny 语句，那么所有数据流量在一个接口的单独

一个方向必定是匹配完成 ACL 中的一条 if 语句才结束匹配，不匹配的数据全部丢弃，不可

能存在匹配第二个 ACL 语句的情况，所以一个接口的一个方向只允许调用一条 ACL 语句 
通配符掩码：ACL 中使用通配符来确定特定的主机、特定网络或者特定网络范围，通配符

掩码 0 表示一定，1 表示任意刚好和掩码相反，理解通配符首先理解一个字节(8bit)每个 bit
代表的地址块范围打下： 

 

指定地址范围时注意匹配块大小，当你需要匹配 18 台主机你需要块大小为 32，如果需要

匹配 34 个网络，那么你需要使用 64 的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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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一些标准 ACL 例子进行思考: 
1. 匹配 192.168.1.0/24 网段中的所有主机: permit 192.168.1.0 0.0.0.255 
2. 匹配 192.168.1.0~192.168.7.255 主机范围：permit 192.168.0.0 0.0.7.255 
3. 匹配 192.168.16.0~192.168.31.255 主机范围：permit 192.168.16.0 

0.0.15.255 
4. 匹配 192.168.64.0~192.168.63.255 主机范围：permit 192.168.0.0 

0.0.63.255 
5. 匹配所有 B 类地址(128.0.0.0~191.255.255.255)主机：permit 128.0.0.0 

63.255.255.255 
6. 阻止所有 C 类地址(192.0.0.0~223.255.255.255)主机：deny 192.0.0.0 

31.255.255.255 
7. 匹配最后 IP 地址最后一字节为奇数:permit 0.0.0.1 255.255.255.254 
8. 匹配最后 IP 地址最后一字节为偶数:permit 0.0.0.0 255.255.255.254 
9. 总结规律：地址范围的终点减去起点就是通配符掩码； 

下面举一些扩展 ACL 例子进行思考: 
1. 匹配源为 192.168.1.0/24 网段目的为 192.168.2.0 的 IP 分组:permit ip 

192.168.1.0 0.0.0.255 192.168.2.0 0.0.0.255  
2. 匹配源为 192.168.1.1 主机目的为 192.168.2.1 的 ICMP 分组：permit 

icmp 192.168.1.1 0.0.0.0 192.168.2.1 0.0.0.0 
3. 匹配源为 192.168.1.1 主机目的为 192.168.2.1 的 ICMP-echo(ICMP 请求

分组)分组：permit icmp host 192.168.1.1 host 192.168.2.1 echo  
\\(host=0.0.0.0) 

4. 阻止源为 192.168.1.1 主机目的为 192.168.2.1 的 telnet 分组：permit tcp 
tcp 192.168.1.1 0.0.0.0 192.168.2.1 0.0.0.0 eq telnet  \\(eq telnet = eq 23) 

接口调用 ACL：接口调用 ACL 分为出和入方向，且单方向仅支持匹配一个 ACL； 
ACL 配置规则:因为标准 ACL 将会阻止所有来源于某个网段的分组，标准 ACL 配置时应

当尽量接近目的，防止阻止其他流量；扩展 ACL 可以精确匹配流量的源、目的和类型，为

了宝贵的链路带宽被不必要的流量占用，扩展 ACL 配置时尽量接近发送源； 
Telnet：基于 TCP 协议，端口号 23，是一组提供远程登录方法的程序，所有传输的信

息（包括用户名和密码）都是明文的； 

需求 

1. 根据图中地址搭建实验，配置全网互通，每台路由器都有一个 loopback 0 接口地址为

设备编号如 R1：1.1.1.1/32； 
2. 由于 192.168.10.0/24 网段为非信任区，请使用标准 ACL 阻止该网段的任何流量访问

服务器网段，查看 PC1 尝试 ping 服务器网段返回的结果，并抓包查看； 
3. 配置服务器的直连路由器 R1 的 Telnet，并且只允许 192.168.30.0/24 网段中的设备访

问；  
4. R1 只允许 192.168.30.10 的管理员主机地址访问 R1 的 telnet,请使用扩展 ACL 配置，

并在 R1 的接口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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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标准ACL配置规则： 
 [HUAWEI]acl 2000  
  [HUAWEI-acl-adv-2000] rule 10 deny source 192.168.30.1    阻止配置完成后最后

默认隐性的配置允许所有 
 [HUAWEI-acl-adv-2000]quit 
 [HUAWEI]interface g0/0/0 
 [HUAWEI-GigabitEthernet0/0/0]traffic-filter inbound acl 2000 接口下调用 
扩展ACL配置规则： 

[HUAWEI]acl 3000  
  [HUAWEI-acl-adv-3000]rule 5 permit tcp source 192.168.30.10 0.0.0.0 
destination 1.1.1.1 0.0.0.0 destination-port eq 23  只允许R1的远程服务器被

192.168.30.10访问 
       [HUAWEI]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0  

[HUAWEI-GigabitEthernet0/0/0]traffic-filter inbound acl 3000 在接口的出/入方向

调用 
Telnet配置规则： 
  开启 Telnet：telnet server enable 

只需密码： 

[R1]telnet server enable  
[R1]user-interface vty 0 4  
[R1-ui-vty0-4]protocol inbound all  
[R1-ui-vty0-4]authentication-mode password  
[R1-ui-vty0-4]set authentication password cipher huawei123 
需要用户名和密码： 

[switch]aaa 
[switch-aaa]local-user admin password simple admin   //2个admin分别是账号密

码，可以自设 
[switch-aaa]local-user admin privilege level 3  //设置账号级别，3为最高级 
[switch-aaa]local-user service-type telnet   //设置本地账号服务类型是telnet 
[switch-aaa]quit    
 
[switch]user-interface vty 0 4 
[switch-user-vty0-4]authentication-mode aaa   //设置登录用户验证方式为aaa，
在刚才设置账号那块设置了账号密码 
[switch-user-vty0-4]protocol bind all   // 绑定用户协议为全部，包括

telnet/ftp/ssh。就是这些方式登录交换机的时候都使用这个用户界面。 
[switch-user-vty0-4]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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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错 

1. 全网互通是基本实施条件，先保证全网互通的情况下进行配置，查看直接接口的连通

性，路由协议学习到的路由有没有问题，终端设备的网关地址是否正确； 
2. 查看ACL配置是否正确，ACL使用的规则是否错误，标准近目的，扩展近源； 
3. Telnet 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正确，查看 Telnet 的特权模式密码是否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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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一 NAT 网络地址转换 

实验拓扑 

 

知识点 

NAT术语：如下图及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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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NAT：内部本地地址和内部全局地址进行一对一映射，不需要ACL配合，必须为内网

中的每台主机提供一个公网IP地址； 
动态NAT：通过ACL配合匹配允许转换的内部本地地址，转换时随机从动态地址池中挑选

一个内部全局地址进行转换，可以动态的让用户进行转换地址，但是必须拥有足够的地址

空间 
PAT(端口重载)：IPv4 地址目前仍未枯竭的根本原因，它利用源端口将多个内部本地地址

映射到一个内部全局地址(多对一)； 

需求 

1. 根据图中 R1，R3 和 PC1 属于内部网络 1 运行 RIP 路由协议实现内部互通;R2、R4、

PC2 属于内部网络 2 运行 EIGRP 路由协议实现内部互通，R1、R2、R5 运行 OSPF
路由协议； 

2. 在 R1 上配置静态 NAT 实现 PC1 访问 114.114.114.114,查看 NAT 转换信息； 
3. 在 R2 上配置动态 NAT 配置地址池(200.1.1.10~200.1.1.20)进行 NAT 动态地质转换，

转换地址为 192.168.30.0/24 网段的地址，在 R4 上配置一个 loopback 10 模拟 一台

192.168.20.10 主机，使用 PC2 地质和 loopback 10 访问 114.114.114.114,查看 NAT
转换信息；  

4. 将 R1 上的静态 NAT 配置删除，配置端口 NAT，使用 R1 与外网路由器连接的端口地

址进行 NAT 转换并开启端口复用，并在 R2 的动态 NAT 开启端口复用技术，使用主机

地址访问公网 114.114.114.114，查看 R1 和 R2 上的 NAT 转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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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静态NAT配置规则： 
        nat server global 12.1.1.100 inside 192.168.2.10                   // 在接口下将

192.168.2.10 转换成 12.1.1.100 地址访问公网 
   nat static enable 
 均在出接口下配置 
 全局下配置： 
 [Huawei] nat static global 12.1.1.10 inside 192.168.1.10 netmask 255.255.255.255 
动态NAT配置规则： 

  [Huawei]nat address-group 1 12.1.1.10 12.1.1.18       配置 NAT 地址池 

acl number 2000   
 rule 1 permit source 192.168.1.0 0.0.0.255                                    
                 配置允许NAT转换的内部本地地址段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 
 nat outbound 2000 address-group 1 no-pat                            在接口出方

向上使用动态NAT，不做PAT端口复用，使用端口复用技术，不加 no-pat即可 
端口NAT+PAT端口复用配置规则： 

acl number 2000                      使用acl匹配所有ip流量 
 rule 1 permi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2 
  ip address 100.1.1.1 255.255.255.0  
  nat outbound 2000                   在出接口上使用PAT端口复用 
 或者使用loopback 0接口的地址作业转换地址 
 [Huawei-GigabitEthernet0/0/2]nat outbound 2000 interface loopback 0  
 
# 
查看命令： 
display   nat  session      查看NAT的会话 
display   nat  mapping               查看NAT的配映射信息 
debugging nat event              开启数据包NAT的转换过程 

排错 

1. ACL匹配的网段是否命中需要转换的地址； 
2. NAT调用的ACL编号和地址池是否正确； 
3. 当终端无法访问外部网络时查看可用的地址空间，查询是否开启 PAT 端口复用技术； 
4. 查看 NAT outside/inside 接口是否配置错误，接口方向配置错误也无法进行 NAT 转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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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经过上面的一箩筐的实验折腾，相信大家已经有了网络的基础配置思路，同

时建议大家多搭建实验环境，很多时候技术需要研究和折腾，老师可以在你不

懂得时候拉你一把，但一切的前提还是自己的努力，加油吧！！！相信你会成

为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