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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本文详细介绍了全千兆工业级管理型交换机中各特性的配置命令，包括每条命令的功能、参数、
命令模式和示例等。

适用型号
名称

型号

8 电 2 光全千兆工业级管理型交换机

DH-IS5500-8GT2GF

6 电 4 光全千兆工业级管理型交换机

DH-IS5500-6GT4GF

8 电 2 光全千兆工业级管理型 PoE 交换机

DH-IS5500-8GT2GF-DPWR

6 电 4 光全千兆工业级管理型 PoE 交换机

DH-IS5500-6GT4GF-DPWR

读者对象
网络工程师

符号约定
在本文档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表示有高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会导致人员伤亡或严重伤害。
表示有中度或低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导致人员轻微或
中等伤害。
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这些文本，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数据丢
失、设备性能降低或不可预知的结果。
表示能帮助您解决某个问题或节省您的时间。
表示是正文的附加信息，是对正文的强调和补充。

命令行格式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以下命令行格式，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

命令行参数（命令中必须由实际值进行替代的部分）采用<>表示。

[]

表示用“[ ]”括起来的部分在命令配置时是可选的。

{x | y |…}

表示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

<x | y | …>

表示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一个或者不选。

{x | y |…}*

表示从两个或多个选项中选取多个，最少选取一个，最多选取所有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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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说明

()

表示用“( )”括起来的参数可以重复多次。

//

由"//"开始的行表示为注释行。

图标约定
本手册使用的图标及其含义如下。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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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口编号示例约定
本手册中出现的端口编号仅作示例，并不代表设备实际上具有此编号的端口，实际使用中请以设
备上存在的端口编号为准。

修订记录
编号

版本号

修订内容

发布日期

1

V1.0.0

首次发布

201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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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设备

1.1 登录设备方式介绍
设备支持 CLI（Command Line Interface，命令行接口）和 WEB 两种登录方式：

通过 CLI 登录设备后，可以直接输入命令行，来配置和管理设备。CLI 方式下又根据使用的
登录接口以及登录协议不同，分为：通过 Console 口、Telnet 或 SSH 登录方式。用户首次通
过 CLI 登录设备时，只能通过 Console 口登录。只有通过 Console 口登录到设备，进行相应
的配置后，才能通过 Telnet 或 SSH 方式方式登录。


通过 WEB 登录设备后，用户可以使用 WEB 界面直观地管理和维护网络设备。

1.2 登录系统简介
当用户需要为第一次上电的设备配置时，可以通过 Console 口登录设备。
控制口（Console Port）是一种通信串行端口，由设备的主控板提供。一块主控板提供一个 Console
口。用户终端的串行端口可以与设备 Console 口直接连接，实现对设备的本地配置。

1.3 通过 Console 口首次登录设备
通过 Console 口本地登录是登录设备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配置通过其它方式登录设备的基础。
通过 Console 口登录设备时，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步骤1
步骤2

PC 断电。因为 PC 串口不支持热插拔，请不要在 PC 带电的情况下，将串口线插入或者
拔出 PC。
请使用产品随机附带的配置口电缆连接 PC 和设备。请先将配置口电缆的 DB-9（孔）插
头插入 PC 的 9 芯（针）串口中，再将 RJ-45 插头端插入设备的 Console 口中，如图 1-1
所示。




步骤3

连接时请认准接口上的标识，以免误插入其它接口。
在拆下配置口电缆时，请先拔出 RJ-45 端，再拔下 DB-9 端。
若使用的笔记本电脑上无串口接口，则需要一根 USB 转串口线，请自行准备。
图1-1 通过配置口电缆连接设备与 PC

给 PC 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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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在 PC 上运行终端仿真程序，选择与设备相连的串口，设置终端通信参数。这些参数的值
必须和设备上的值一致，缺省情况如下：

波特率：115200

数据位：8




停止位：1
奇偶校验：无
流量控制：无

如果 PC 使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2003 操作系统，请在 Windows 组件中添加超级终端程
序后，再按照本文介绍的方式登录和管理设备；如果 PC 使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Vista、Windows 7 或其它操作系统，请准备第三方的终端控制软件，使用方法
请参照软件的使用指导或联机帮助。此处使用第三方软件 SecureCRT 为例进行介绍。

步骤5
步骤6
步骤7
步骤8

设备上电，终端上显示设备自检信息，自检结束后提示用户键入回车，用户键入回车后
将出现用户名和密码输入提示。
输入用户名，默认为 admin，按回车键。
输入密码，默认为 admin，按回车键。
用户键入回车后将出现命令行提示符（SWITCH#）
，如下所示。
+M25PXX : Init device with JEDEC ID 0xC22018.
Luton10 board detected (VSC7428 Rev. D).
RedBoot(tm) bootstrap and debug environment [ROMRAM]
Non-certified release, version 1_31-4752 - built 17:29:35, Jul 29 2017
Copyright (C)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RedBoot is free software, covered by the eCos license, derived from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You are welcome to change it and/or distribute
copies of i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Under the license terms, RedBoot's
source code and full license terms must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to you.
Redboot comes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Platform: VCore-III (MIPS32 24KEc) LUTON26
RAM: 0x80000000-0x88000000 [0x80028f20-0x87fdfffc available]
FLASH: 0x40000000-0x40ffffff, 256 x 0x10000 blocks
== Executing boot script in 3.000 seconds - enter ^C to abort
RedBoot> diag -p
RedBoot> fis load -x linux
MD5 signature validated
Stage1: 0x80100000, length 4641272 bytes
Initrd: 0x80600000, length 188416 bytes
Kernel command line: init=/usr/bin/stage2-loader loglevel=4
RedBoot> exec
Now booting linux kernel:
Base address 0x80080000 Entry 0x80100000
Cmdline : init=/usr/bin/stage2-loader loglevel=4
Active fis: linux
[
0.374113] vcfw_uio vcfw_uio: UIO driver lo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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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8957] vcfw_uio vcfw_uio: Invalid memory resource

[
0.384141] iounmap: bad address
00:00:00 Stage 1 booted
00:00:00 Using device: /dev/mtd7

(null)

00:00:01 Mounted /dev/mtd7
00:00:01 Loading stage2 from NAND file 'n6G5Xw'
00:00:05 Overall: 4195 ms, ubifs = 748 ms, rootfs 3422 ms of which xz = 0 ms of which untar
= 0 ms
Starting application...wuxuwuxu
Using existing mount point for /switch/
system time:2017-10-14 17:59:53
W icfg 18:00:22 71/icfg_commit_tftp_load_and_trigger#2695:
bringup-config: Operation timed out.

Warning:

TFTP

get

Press ENTER to get started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步骤9

SWITCH#
键入命令，配置设备或查看设备运行状态，需要帮助可以随时键入?。

1.4 （可选）通过 Telnet 登录设备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 Telnet 服务器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因此当使用 Telnet 方式登录设备前，首先
需要通过 Console 口登录到设备上，开启 Telnet 服务器功能，然后对认证方式、用户角色及公共
属性进行相应的配置，才能保证通过 Telnet 方式正常登录到设备。

开启 Telnet 服务器功能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telnet local，打开 Telnet 功能。
no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telnet，关闭 Telnet 功能。

新增 Telnet 用户
您可以使用默认用户名（admin）和密码（admin）登录设备，也可以新增一个 Telnet 用户登录设
备。新增 Telnet 用户的操作如下。
//新增一个名为 telnet，密码为 admin123456 的用户
username telnet privilege 15 password unencrypted admin123456

结果显示
配置完成后，当用户再次通过 Telnet 登录设备时，设备会显示如下登录界面。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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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即可。

1.5 （可选）通过 SSH 登录设备
用户通过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的网络环境远程登录到设备时，SSH（Secure Shell，安全外壳）可以
利用加密和强大的认证功能提供安全保障，保护设备不受诸如 IP 地址欺诈、明文密码截取等攻击。
缺省情况下，设备的 SSH Server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因此当使用 SSH 方式登录设备前，首先需
要通过 Console 口登录到设备上，开启设备的 SSH 服务器功能、对认证方式及其它属性进行相应
的配置，才能保证通过 SSH 方式正常登录到设备。

开启 SSH 服务器功能
ip ssh，开启 SSH 功能。
no ip ssh，关闭 SSH 功能，此时将无法使用 SSH 方式管理交换机。
详细请参见“8.1.2 ip ssh”。

新增 SSH 用户
您可以使用默认用户名（admin）和密码（admin）登录设备，也可以新增一个 SSH 用户登录设备。
新增 SSH 用户的操作如下。
//新增一个名为 ssh，密码为 admin123456 的用户
username ssh privilege 15 password unencrypted admin123456

结果显示
配置完成后，当用户再次通过 SSH 登录设备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即可。
设备会显示如下登录界面。
SWITCH#

1.6 （可选）通过 WEB 登录设备
设备可以通过 WEB 登录，登录成功后，详细使用方法请参见对应的 WEB 使用说明书或用户手
册。通过 WEB 登录设备的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设备的默认 IP 为 192.168.1.110，
按【Enter】键。
系统显示登录界面，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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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WEB 登录界面

步骤2
步骤3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admin。
单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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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悉命令行

2.1 命令行接口简介
CLI 是用户与设备之间的文本类指令交互界面。用户输入文本类命令，通过输入回车键提交设备
执行相应命令，从而对设备配置和管理，并可以通过查看输出信息确认配置结果。
设备支持多种方式进入命令行接口界面，例如通过 Console 口/Telnet/SSH 登录设备后进入命令行
接口界面等。设备的命令行接口界面如下所示。
+M25PXX : Init device with JEDEC ID 0xC22018.
Luton10 board detected (VSC7428 Rev. D).

RedBoot(tm) bootstrap and debug environment [ROMRAM]
Non-certified release, version 1_31-4752 - built 17:29:35, Jul 29 2017

Copyright (C)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RedBoot is free software, covered by the eCos license, derived from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You are welcome to change it and/or distribute
copies of i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Under the license terms, RedBoot's
source code and full license terms must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to you.
Redboot comes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Platform: VCore-III (MIPS32 24KEc) LUTON26
RAM: 0x80000000-0x88000000 [0x80028f20-0x87fdfffc available]
FLASH: 0x40000000-0x40ffffff, 256 x 0x10000 blocks
== Executing boot script in 3.000 seconds - enter ^C to abort
RedBoot> diag -p
RedBoot> fis load -x linux
MD5 signature validated
Stage1: 0x80100000, length 4641272 bytes
Initrd: 0x80600000, length 188416 bytes
Kernel command line: init=/usr/bin/stage2-loader loglevel=4
RedBoot> exec
Now booting linux kernel:
Base address 0x80080000 Entry 0x80100000
Cmdline : init=/usr/bin/stage2-loader logleve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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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fis: linux
[

0.374113] vcfw_uio vcfw_uio: UIO driver loading

[

0.378957] vcfw_uio vcfw_uio: Invalid memory resource

[

0.384141] iounmap: bad address

(null)

00:00:00 Stage 1 booted
00:00:00 Using device: /dev/mtd7
00:00:01 Mounted /dev/mtd7
00:00:01 Loading stage2 from NAND file 'n6G5Xw'
00:00:05 Overall: 4195 ms, ubifs = 748 ms, rootfs 3422 ms of which xz = 0 ms of which untar = 0 ms
Starting application...wuxuwuxu
Using existing mount point for /switch/
system time:2017-10-14 17:59:53
W icfg 18:00:22 71/icfg_commit_tftp_load_and_trigger#2695: Warning: TFTP get bringup-config:
Operation timed out.

Press ENTER to get started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SWITCH#

2.2 命令模式
2.2.1 命令模式简介
设备提供了丰富的功能，不同的功能对应不同的配置和查询命令。为便于用户使用这些命令，设
备按功能对命令分类组织。功能分类与命令模式对应，当要配置某功能的某条命令时，需要先进
入这条命令所在的模式。每个模式都有唯一的、含义清晰的提示符，例如提示符 SWITCH(config)#
表示当前的命令模式是全局模式，在该模式下可配置接口/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虚
拟局域网）等属性。
命令模式采用分层结构，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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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命令模式示意图



用户登录设备后，直接进入特权模式。此时屏幕显示的提示符是：设备名 #。特权模式下可



执行的操作主要包括查看操作、调试操作、文件管理操作、设置系统时间、重启设备、FTP
和 Telnet 操作等。
从特权模式可以进入全局模式，此时屏幕显示的提示符是：设备名(config)#。特权模式下能



配置设备运行参数以及部分功能，例如配置夏令时、配置欢迎信息、配置快捷键等。
在特权模式下输入特定命令，可以进入相应的功能模式，完成相应功能的配置，例如：进入
接口模式配置接口参数、进入 VLAN 接口模式给 VLAN 添加接口等。

想要了解某命令模式下支持哪些命令，请在该命令模式提示符后输入<?>。
“设备名”是设备的名称。

2.2.2 进入全局模式
进入全局模式，请参见表 2-1。
表2-1 进入全局模式
操作

命令

说明

进入全局模式

configure terminal

该命令在特权模式下执行

2.2.3 返回上一级模式
当前模式下的功能配置完成，使用本命令可以退出当前模式返回到上一级模式，请参见表 2-2。
表2-2 返回上一级模式
操作

命令

说明

从当前模式返回上一级模式

exit

该命令可在任意模式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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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命令行在线帮助
在命令行输入过程中，可以在命令行的任意位置输入<?>以获得详尽的在线帮助。下面给出常见
的在线帮助应用场景，供参考使用。
1.

在任意模式下，输入<?>即可获取该模式下可以使用的所有命令及其简单描述。例如：

SWITCH# ?
alarm

alarm

clear

Reset functions

configure

Enter configuration mode

……略……
2.

输入一条命令的关键字，后接以空格分隔的<?>。

如果<?>位置为关键字，则列出全部关键字及其简单描述。例如：
SWITCH(config)# ip ?
arp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dns

Domain Name System

domain

IP DNS Resolver

helper-address

DHCP relay server

http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igmp

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name-server

Domain Name System

route

Add IP route

source

source command

ssh

Secure Shell

verify
3.

verify command

输入命令的不完整关键字，其后紧接<?>，显示以该字符串开头的所有命令关键字。例如：

SWITCH# con?
configure

Enter configuration mode

2.4 命令的 no 形式
命令的 no 形式一般用来恢复缺省情况、禁用某个功能或者删除某项设置。大部分配置命令都有
对应的 no 形式。例如，logging on 命令用来开启日志服务器模式，no logging on 命令用来禁用
logging 服务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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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命令行输入
2.5.1 编辑命令行
编辑命令行时，系统支持单个按键，请参见表 2-3。
表2-3 编辑功能表
按键

功能

普通按键

若编辑缓冲区未满，则插入到当前光标位置，并向右移动光标（命
令行下发前会暂时缓存在编辑缓冲区，缓冲区的大小为 511 个字
符，如果编辑缓冲区满，则后续输入的字符无效）

退格键<Backspace>

删除光标位置的前一个字符，光标前移

左光标键<←>

光标向左移动一个字符位置

右光标键<→>

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字符位置

上光标键<↑>

访问上一条历史命令

下光标键<↓>

访问下一条历史命令
输入不完整的关键字后按下<Tab>键，系统自动补全关键字：


如果与之匹配的关键字唯一，则系统用此完整的关键字替代
原输入并换行显示

<Tab>键



如果与之匹配的关键字不唯一，则多次按<Tab>键，系统会
循环显示所有以输入字符串开头的关键字



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关键字，系统会不作任何修改，重新换
行显示原输入

用户通过键盘输入命令行后，按<Enter>键执行该命令。
用户输入的命令行总长度不能超过 512 个字符，包括空格，关键字或特殊符号等。

2.5.2 快速输入命令行
设备支持不完整关键字输入，即在当前模式下，当输入的字符足够匹配唯一的关键字时，可以不
必输入完整的关键字。该功能提供了一种快捷的输入方式，有助于提高操作效率。
例如全局模式下以 c 开头的命令有 configure terminal、clear 等。
如果要输入 configure terminal，可以直接输入 con ter（不能只输入 c，因为只输入 c 时，匹配到的
关键字不唯一）
。
可以按<Tab>键由系统自动补全关键字的全部字符，以确认系统的选择是否为所需输入的关键字。

2.6 常见输入错误提示信息
命令行输入完毕后，请按<Enter>键执行该命令。设备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首先会检查命令行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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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果通过语法检查，则正确执行；否则，输出错误信息，常见的错误信息请参见表 2-4。
表2-4 命令行常见错误信息表
英文错误信息

错误原因

% Incomplete command.

输入的命令行不完整

% Ambiguous word detected at '^' marker.

输入的命令行错误

2.7 使用历史命令
用户在设备上成功执行的命令，会保存到用户独享的历史命令缓冲区。详细描述请参见表 2-5。
表2-5 历史命令缓冲区描述表
历史命令缓冲区

是否可查看

是否可调用


独享历史命令缓
冲区，每个用户线
对应一个独享历
史命令缓冲区

来查看



是否继续保存

使用上光标键↑并回
车，可调用上一条历史
命令

可通过 show history

退出登录后，历史命令

使用下光标键↓并回

不保存

车，可调用下一条历史
命令

设备保存历史命令时，遵循下列原则：

设备保存的历史命令与用户输入的命令格式相同。如果用户使用了命令的不完整形式，保存
的历史命令也是不完整形式；如果用户使用了命令关键字的别名形式，保存的历史命令也是
别名形式。
如果用户连续多次执行同一条命令，设备的历史命令中只保留一次。但如果执行时输入的形



式不同，将作为不同的命令对待。

在 Windows 200X 及 Windows XP 的超级终端和 Telnet 下可使用光标键访问历史命令，但对于
Windows 9X 的超级终端，↑、↓光标键无效，这是由于 Windows 9X 的超级终端对这两个键作了
不同解释所致。

2.8 便捷地查看显示信息
分屏显示
当显示信息较多并超过一屏时，系统会将信息分屏显示，并在屏间自动暂停，方便查看显示信息。
这时用户可以使用按键来选择下一步操作，请参见表 2-6。
表2-6 分屏显示功能表
按键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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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

功能

空格键

继续显示下一屏信息

回车键

继续显示下一行信息

<Ctrl+C>

停止显示，退回到命令行编辑状态

<PageUp>

显示上一页信息

<PageDown>

显示下一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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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状态命令

3.1 模式说明
命令描述
本节描述了如何进入或者退出各种模式状态，包括特权模式、全局模式、接口模式等。模式说明
如图 2-1 所示。
系统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admin。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无

示例
//进入特权模式，exit 退出特权模式
username:admin
password:admin（隐藏）
SWITCH#
SWITCH#exit
press ENTER to get started
username:
//进入全局模式，exit 退出全局模式回到特权模式
SWITCH#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exit
SWITCH#
//在全局模式下，进入 G1/1（GigabitEthernet 1/1）接口模式，exit 退出接口模式回到全局模式
SWITCH#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exit
SWITCH(config)#
//在全局模式下，进入 vlan1 接口模式，exit 退出 vlan1 接口模式回到全局模式
SWITCH(config)# interface v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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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nfig-if-vlan)#exit
SWITCH(config)#

3.2 系统信息
3.2.1 功能介绍
此模块可以查看设备名称、软硬件版本、MAC 地址、编译时间、系统运行时间、系统当前时间
等。

3.2.2 show version
命令描述
show version，查看版本信息，包括设备名称、软硬件版本、MAC 地址、编译时间、系统运行时
间等。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版本信息
username:admin
password:admin（密码为隐藏状态）
SWITCH#show version

3.2.3 show clock
命令描述
show clock，查看当前系统时间。

参数
无

系统状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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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当前系统时间
SWITCH# show clock
System Time:2017-10-10T09:17:28+08:00

3.3 系统日志
3.3.1 功能介绍
此模块可查看设备运行过程中的一些系统日志信息，方便维护人员分析问题。

3.3.2 show logging
命令描述
show logging <log_id>，查看具体编号的日志信息。
Show logging [ informational ] [ notice ] [ warning ] [ error ]，查看交换机当前日志信息。

参数
参数

说明

log_id

查看具体编号的日志信息，取值范围 1～4294967295

informational

查看 informational 级别的日志信息

notice

查看 notice 级别的日志信息

warning

查看 warning 级别的日志信息

error

查看 error 级别的日志信息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交换机当前日志信息
SWITCH#show l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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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端口统计
3.4.1 功能介绍
在端口统计模块中，可以查看全局端口发送/接收的包数量、字节数，发送/接收错误报文数。当
端口的错误报文数过多，则说明该端口的工作状态差，需要检查端口所连的线缆或者对端设备是
否存在问题。

3.4.2 show interface
命令描述
show interface ( <port_type> [ <in_port_list> ] ) switchport [ access | trunk | hybrid ]，查看所有端口的
模式。
Show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capabilities，显示所有端口可以提供的功能。
Show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status，查看所有端口的状态。
Show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veriphy，诊断线路并显示结果。
Show interface vlan [ <vlist> ]，查看某 vlan 的信息。
Show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statistics，查看端口报文统计信息。

参数
参数

说明

port_type

端口类型，取值 GigabitEthernet

in_port_list

端口编号，支持如 1/1-8、1/1、1/1-2,3,5-8 等形式

v_port_type_list
vlist

VLAN 号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端口 1 的报文统计信息
SWITCH# show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tatistics
Rx Packets:

0

Tx Packets:

0

Rx Octets:

0

Tx Octets:

0

Rx Unicast:

0

Tx Unicast:

0

Rx Multicast:

0

Tx Multicast:

Rx Broadcast:

0

Tx Broadcast: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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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 Pause:

0

Tx Pause:

Rx 64:

0

Tx 64:

Rx 65-127:

0

Tx 65-127:

0

Rx 128-255:

0

Tx 128-255:

0

Rx 256-511:

0

Tx 256-511:

0

Rx 512-1023:

0

Tx 512-1023:

0

Rx 1024-1526:

0

Tx 1024-1526:

0

Rx 1527-

0

Tx 1527-

0

:

0

0

:

Rx Priority 0:

0

Tx Priority 0:

0

Rx Priority 1:

0

Tx Priority 1:

0

Rx Priority 2:

0

Tx Priority 2:

0

Rx Priority 3:

0

Tx Priority 3:

0

Rx Priority 4:

0

Tx Priority 4:

0

Rx Priority 5:

0

Tx Priority 5:

0

Rx Priority 6:

0

Tx Priority 6:

0

Rx Priority 7:

0

Tx Priority 7:

0

Rx Drops:

0

Tx Drops:

Rx CRC/Alignment:

0

Tx Late/Exc. Coll.:

Rx Undersize:

0

Rx Oversize:

0

Rx Fragments:

0

Rx Jabbers:

0

Rx Filtered:

0
0

0

show interface 命令常用输出信息描述，请参见表 3-1。
表3-1 show interface 命令常用输出信息描述
参数

说明

Rx Packets

接收的数据包数量统计

Tx Packets

发送的数据包数量统计

Rx Unicast

接收的单播数据统计

Tx Unicast

发送的单播数据统计

Rx Multicast

接收的组播数据统计

Tx Multicast

发送的组播数据统计

Rx Broadcast

接收的广播数据统计

Tx Broadcast

发送的广播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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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Rx <64 、 65-127 、
128-255 、 256-511 、

接收的长度或者长度范围分别为 64、65-127、128-255、

512-1023、 1024-1526、
1527->
Tx <64 、 65-127 、
128-255 、 256-511 、
512-1023、 1024-1526、

256-511、512-1023、1024-1526、1527 的数据包数量统计

发送的长度或者长度范围分别为 64、65-127、128-255、
256-511、512-1023、1024-1526、1527 的数据包数量统计

1527->
Rx Priority

接收的数据包优先级

Tx Priority

发送的数据包优先级

3.5 详细统计
3.5.1 功能介绍
此功能模块中，可以查询每个端口的详细工作情况，包括接收/发送报文数、广播包、错误包（包
括端口丢弃的报文、CRC（Cyclic Redundancy Check，循环冗余校验）错误的报文、极短帧的报
文、巨型帧的报文以及被过滤掉的报文）等，便于网管人员维护网络。

3.5.2 show interface
命令描述
show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statistics [ { packets | bytes | errors | discards |
filtered | { priority [ <priority_v_0_to_7> ] } } ] [ { up | down } ]，查看端口报文详细统计信息。

参数
参数

参数子项

说明

| begin

<64、65-127、128-255、256-511、
512-1023、1024-1526、1527->

显示从关键字存在的字节开始后的
所有字节的数据包统计

| exclude

<64、65-127、128-255、256-511、
512-1023、1024-1526、1527->

显示除了关键字存在的字节的数据
包统计

| include

<64、65-127、128-255、256-511、
512-1023、1024-1526、1527->

显示关键字存在的数据包统计

packages

-

查看端口包统计

bytes

-

查看端口数据字节统计

errors/filtered

-

查看端口错误帧/过滤帧

discards

-

查看端口丢弃报文数

priority

-

查看端口的优先级

down/up

-

查看端口状态是 dow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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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显示从关键字 5（数据包长度范围中的数字包含 5）字节开始的的数据包统计
SWITCH# show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tatistics | begin 5
//显示除关键字 4 所在字节的数据包统计
SWITCH# show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tatistics | exclude 4
//显示关键字 5 在内的所有字节的数据包统计结果
SWITCH# show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tatistics | include 5
//端口 1 的错误帧统计
SWITCH# show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tatistics errors
//端口 1 的数据包统计
SWITCH# show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tatistics packets

3.6 ACL 统计
3.6.1 功能介绍
此功能模块可查看交换机 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问控制列表）下各功能模块的统计信息。

3.6.2 show access-list ace-status
命令描述
show access-list ace-status [ static ] [ loop-protect ] [ dhcp ] [ ptp ] [ upnp ] [ arp-inspection ] [ ipmc ]
[ ip-source-guard ] [ conflicts ]，查看 ACL 规则信息。

参数
参数

说明

static

查看用户手动添加的配置

loop-protect

查看环路保护配置模块

dhcp

查看与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
机配置协议）模块配置

ptp

查看 PTP（Picture Transfer Protocol，图片传输协议）模块配
置

upnp

查看通用及插协议模块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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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arp-inspection

查看 ARP（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地址解析协议）检
测模块配置

ipmc

查看 IPMC 模块配置

ip-source-guard

查看源地址保护模块配置

conflicts

查看由于硬件限制导致的冲突规则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 ACL 规则信息
SWITCH# show access-list ace-status

3.7 LACP 状态
3.7.1 功能介绍
此功能模块，可以查看到 LACP（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链路汇聚控制协议）端口配
置，LACP 邻居信息、LACP 统计、LACP 系统优先级等信息。

3.7.2 show lacp
命令描述
show lacp { internal | statistics | system-id | neighbor }，查看 LACP 系统状态。

参数
参数

说明

internal

查看 LACP 端口配置

statistics

查看 LACP 统计

system-id

查看 LACP 系统优先级

neighbor

查看 LACP 邻居信息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系统状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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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LACP 邻居信息
SWITCH#show lacp neighbor
//查看 LACP 端口配置
SWITCH# show lacp internal

3.8 STP 状态
3.8.1 功能介绍
此功能模块可查看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生成树协议）网桥与端口信息、STP 活跃端口、
STP 报文统计、STP 配置、STP 概要信息等。

3.8.2 show spanning-tree
命令描述
show spanning-tree [ summary | active |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 | { detailed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_1> ] ) ] } | { mst [ configuration | { <instance>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_2> ] ) ] } ] } ]，查看生成树桥状态。

参数
参数

说明

<cr>

查看 STP 网桥与端口信息

summary

查看 STP 概要信息

active

查看 STP 活跃端口

interface

查看某端口 STP 状态

detailed

查看 STP 报文统计

mst

查看 MSTP 配置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生成树桥状态
SWITCH#show spanning-tree
//查看端口 4 的 STP 状态
SWITCH#show spanning-tre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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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LLDP 邻居
3.9.1 功能介绍
此模块可查看邻居信息，包括对端端口、系统名、端口说明、系统性能、管理地址等，或查看 LLDP
（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链路层发现协议）报文统计信息。

3.9.2 show lldp
命令描述
show lldp neighbors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查看 LLDP 邻居信息。
show lldp statistics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查看 LLDP 报文统计信息。

参数
参数
neighbors
statistics

参数子项

说明

<cr>

查看 LLDP 邻居信息

interface

查看具体端口下学到的邻居信息

<cr>

查看 LLDP 报文统计

interface

查看具体端口下的 LLDP 报文统计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 LLDP 邻居信息
SWITCH#show lldp neighbors

3.10 二层转发表
3.10.1 功能介绍
此模块可查看交换机的所有二层 MAC 地址转发表，类型、端口、MAC 地址、VLAN 等信息。

3.10.2 show mac address-table
命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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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mac address-table [ conf | static | aging-time | { { learning | count }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 vlan <v_vlan_id_2> ] } | { address <v_mac_addr> [ vlan <v_vlan_id> ] } |
vlan <v_vlan_id_1>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_1> ] ) ]，查看二层转发表。

参数
参数

说明

<cr>

查看二层转发表

conf

查看用户添加的静态二层转发表信息

static

查看所有静态 MAC 地址

aging-time

查看二层转发表老化时间
查看每个端口学习二层转发表状态

learning





Auto：自动学习 MAC 地址加入二层转发表
Disabled：禁止学习 MAC 地址
Secure：允许添加静态 MAC 条目，不允许动态学习

count

查看二层转发表条目统计

interface

查看具体端口下的二层转发表条目

vlan

查看某 VLAN 下的二层转发表

address

查看具体 MAC 地址的转发表信息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二层转发表
SWITCH#show mac address-table
//查看所有静态 MAC 地址
SWITCH#show mac address-table 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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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置命令

4.1 IP 配置
IP 配置命令有：
show ip interface brief
ip address

4.1.1 功能介绍
IP 配置模块可添加修改或查看交换机的接口 IP 信息。

4.1.2 show ip interface brief
命令描述
show ip interface [ brief ]，查看端口的 IP 配置，可显示网络接口对应的 IP 信息，也可以显示对应
VLAN 的 IP 信息。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端口或 VLAN 的 IP 信息
SWITCH#show ip interface brief

4.1.3 ip address
命令描述
ip address { <address> <netmask> | dhcp }，修改交换机管理 IP。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管理 IP 为 192.168.1.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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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说明

address

VLAN 端口的 IP 地址

netmask

子网掩码

dhcp

自动获取 IP 信息

命令模式
vlan 接口模式

示例
//修改交换机管理 IP
SWITCH (config)# interface vlan 1
SWITCH (config-if-vlan)# ip address 192.168.1.1 255.255.255.0
//修改 IP 后，保存配置
SWITCH#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4.2 日志配置
日志配置命令有：
logging on
logging host
logging level

4.2.1 功能介绍
此功能模块可配置将交换机的日志信息上传给远端日志服务器。

4.2.2 logging on
命令描述
logging on，开启日志服务器模式。
no logging on，禁用 logging 服务器模式。

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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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开启日志服务器模式
SWITCH(config)#logging on
//禁用 logging 服务器模式
SWITCH(config)#no logging on

4.2.3 logging host
命令描述
logging host { <ipv4_addr> | <domain_name> }，配置日志服务器的 IP 地址。

参数
参数

说明

ipv4_addr

日志服务器的 IP 地址

domain_name

日志服务器的域名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日志服务器的 IP 地址
SWITCH(config)#logging host 192.168.0.1

4.2.4 logging level
命令描述
logging level { informational | notice | warning | error }，配置上传日志服务器的日志级别。

参数
参数

说明

information

提示

notice

注意

warning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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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error

错误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上传日志服务器的日志级别
SWITCH (config)#logging level error

4.3 用户配置
用户配置命令有：
username name
show users

4.3.1 功能介绍
此功能模块可查看修改或添加用户信息、可达到保护交换机配置的目的。

4.3.2 username name
命令描述
username { default-administrator | <input_username> } privilege <priv> password { unencrypted
<unencry_password> | encrypted <encry_password> | none }，新增一个用户或修改一个已有用户的
密码或修改一个已有用户的管理权限、或修改一个已有用户的密码和管理权限。
no username <username>，表示删除一个用户。

参数
参数

说明

input_username

用户名
用户密码，包括如下：



password

encrypted，密码加密
unencrypted，密码不加密

密码设置为 8 位～32 位，可以由数字、字母和特殊字符（除
“'”、
“"”、
“;”
、
“:”、
“&”外）三种类型中的至少两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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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priv

说明
用户级别，合法值为 0～15（0 表示最低管理权限，15 表示最
高管理权限）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新增 test 用户，密码为 test1234。权限为最高管理权限；密码类型为不加密
SWITCH (config)# username test privilege 15 password unencrypted test1234
//删除 test 用户
SWITCH (config)#no username test

4.3.3 show users
命令描述
show users，查看交换机当前所有用户配置信息。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当前所有用户的配置信息
SWITCH#show users

4.4 NTP 配置
用户配置命令有：
ntp
nt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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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功能介绍
此功能开启可使交换机自动同步网络时间。

4.4.2 ntp
命令描述
ntp，开启 NTP（Network Time Protocol，网络时间协议）服务。
no ntp，关闭 NTP 服务。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开启 NTP 服务
SWITCH(config)# ntp

4.4.3 ntp server
命令描述
ntp server <index_var> ip-address { <ipv4_var> | <ipv6_var> | <name_var> }，添加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参数
参数

说明

index_var

取值范围 1～5

ipv4_var

IPv4 地址

ipv6_var

IPv6 地址

name_var

域名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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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SWITCH(config)# ntp server 1 ip-address 202.1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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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端口配置命令

5.1 端口配置
端口配置命令有：
duplex
speed
flowcontrol
mtu
shutdown

5.1.1 功能介绍
此模块配置交换机端口相关的各项基本参数。端口基本参数将直接影响端口的工作方式。

5.1.2 duplex
命令描述
duplex {auto | full | half }，设置端口的双工模式。可多个端口同时配置。
no duplex，恢复为缺省值。
缺省情况系啊，端口的双工模式为 auto。

如无特殊需求，请勿随意更改端口速率模式，协商问题不匹配会影响端口正常通信。

参数
参数

说明

auto

自动协商

full

全双工

half

半双工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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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G1-G3 端口的双工模式
SWITCH (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3
SWITCH (config-if)# duplex full
//恢复 G1-G3 端口的默认双工模式
SWITCH (config-if)# no duplex full
//修改 G4 端口的双工模式
SWITCH (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4
SWITCH (config-if)# duplex full
//恢复 G4 端口的默认双工模式
SWITCH (config-if)# no duplex full

5.1.3 speed
命令描述
电口：speed {10 | 100 | 1000 | auto }，设置电口的速率。
光口：speed {100 | 1000 | auto }，设置光口的速率。
缺省情况下，电口和光口的速率均为 auto。

参数
参数
电口

光口

说明
10 | 100 | 1000

设置端口速率为 10M、100M、1000M

auto

设置端口速率自动协商

100 | 1000

设置光口速率为 100M（full）、1000M（full）

auto

设置光口速率自动协商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设置 G1 口速率为百兆
SWITCH (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 (config-if)# speed 100

5.1.4 flowcontrol
命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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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control {on | off}，开启、关闭端口流控功能。
缺省情况下，流控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1 的流控功能
SWITCH (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 (config-if)# flowcontrol on
//关闭端口 1 的流控功能
SWITCH (config-if)# flowcontrol off

5.1.5 mtu
命令描述
mtu <max_length>，设置 MTU（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最大传输单元）值，即端口允许的
最大长度帧。
缺省情况下，MTU 值为 9600。

参数
max_length，MTU 值，取值范围 1518～9600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设置 MTU 值
SWITCH (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 (config-if)# mtu 1518

端口配置命令

33

5.1.6 shutdown
命令描述
shutdown，命令用于关闭端口。
no shutdown，命令用于开启端口。
缺省情况下，端口处于开启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1
SWITCH (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 (config-if)# no shutdown

5.2 端口镜像
端口镜像命令有：
monitor session destination
monitor session source

5.2.1 功能介绍
端口镜像也叫端口监控。端口监控是一种数据包获取技术，通过配置交换机，可以实现将一个/
几个端口（镜像源端口）的数据包复制到一个特定的端口（镜像目的端口），在镜像目的端口接
有一台安装了数据包分析软件的主机，对收集到的数据包进行分析，从而达到了网络监控和排除
网络故障的目的。

5.2.2 monitor session destination
命令描述
monitor session <session_number> [ destination interface ( <port_type> [ <di_list> ] )]，配置镜像目的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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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onitor session <session_number> [ destination interface ( <port_type> [ <di_list> ] )]，禁用镜像目
的端口。

参数
参数

说明

session_number

取值范围 1～5

port_type

镜像目的端口

di_list

端口号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镜像目的端口为端口 1
SWITCH(config)# monitor session 1 destinati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禁用镜像目的端口 1
SWITCH(config)# no monitor session 1 destinatio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5.2.3 monitor session source
命令描述
monitor session <session_number> [ source { interface ( <port_type> [ <si_list> ] ) [ both | rx | tx ] | cpu
[ both | rx | tx ] } ]，配置镜像源端口和镜像方向。
no monitor session <session_number> [ source { interface ( <port_type> [ <si_list> ] ) [ both | rx | tx ] |
cpu [ both | rx | tx ] } ]，禁用镜像源端口和镜像方向。

参数
参数

说明

session_number

取值范围 1～5

port_type

镜像源端口

si_list

端口号

both

将源端口出方向和入方向的数据镜像到目的端口

rx

将源端口入方向的数据镜像到目的端口

tx

将源端口出方向的数据镜像到目的端口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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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将源端口 2 出方向和入方向镜像到目的端口
SWITCH(config)# monitor session 1 sour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both
//禁止将源端口 2 出方向和入方向镜像到目的端口
SWITCH(config)# no monitor session 1 sourc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both

5.3 带宽策略
带宽策略命令有：
access-list rate-limiter

5.3.1 功能介绍
可配置端口的限速策略，限制所有数据包进出端口的速率。

5.3.2 access-list rate-limiter
命令描述
access-list rate-limiter [ <rate_limiter_list> ] { pps <pps_rate> | 100kbps <kpbs100_rate> }，配置 ACL
带宽限制策略，设定每个速率限制 ID 对应的速率限制值（该命令和端口安全中速率 ID 相匹配）
。

参数
参数

说明

rate_limiter_list

速率限制 ID 组，取值范围 1～16

pps_rate

Rate value 取值范围：<0-3276700>

kpbs100_rate

Rate value 取值范围：<0-10000>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 ID 4 的限制值为 100000 pps
SWITCH(config)# access-list rate-limiter 4 pps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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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级配置命令

6.1 链路聚合
静态聚合配置命令有：
aggregation mode
aggregation group
动态聚合配置命令有：
lacp
lacp key
lacp port-priority
lacp role
lacp timeout

6.1.1 功能介绍
链路聚合是将交换机的多个物理端口形成一个逻辑端口，属于同一汇聚组内的多条链路可视为一
条更大带宽逻辑链路。
链路聚合可以实现通信流量在聚合组中各个成员端口之间分担，以增加带宽。同时，同一聚合组
的各个成员端口之间彼此动态备份，提高了链路的可靠性。
属于同一个汇聚组中的成员端口必须有一致的配置，这些配置主要包括 STP、QoS 、VLAN 、端
口属性、MAC 地址学习、ERPS 配置、loop Protect 配置、镜像、802.1x、IP 过滤、Mac 过滤、端
口隔离等。
LACP 是一种实现链路动态汇聚的协议。LACP 协议通过 LACPDU（Link Aggregation Control
Protocol Data Unit，链路汇聚控制协议数据单元）与对端交互信息。

6.1.2 aggregation mode
命令描述
aggregation mode { [ smac ] [ dmac ] [ ip ] [ port ] }，配置汇聚负载均衡算法。
no aggregation mode，取消配置汇聚负载均衡算法。

参数
参数

说明

smac

负载均衡模式为基于 source mac address

dmac

负载均衡模式为基于 destination mac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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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p

负载均衡模式为基于 ip address

smac dmac

负载均衡模式为基于 source & destination mac address

port

负载均衡模式为基于 tcp/udp port number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基于 smac dmac 的负载均衡模式
SWITCH(config)# aggregation mode smac dmac

6.1.3 aggregation group
命令描述
aggregation group <v_uint>，配置端口加入汇聚组。
no aggregation group，删除指定组静态汇聚配置。

参数
v_uint，汇聚组 ID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端口 1-8 加入聚合组 2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8
SWITCH(config-if)# aggregation group 2
//删除聚合组
SWITCH(config-if)# no aggregation group

6.1.4 lacp
命令描述
lacp，配置端口动态汇聚使能。
no lacp，不使能端口动态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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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1-4 端口加入动态聚合组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4
SWITCH(config-if)# lacp
//不使能端口动态聚合
SWITCH(config-if)# no lacp

6.1.5 lacp key
命令描述
lacp key { <v_1_to_65535> | auto }，指动态汇聚端口的管理 key 值，是端口能添加到一个汇聚组的
标识之一。LACP 协议根据端口的配置（即速率、双工、基本配置、管理 Key）生成的一个操作
key，对于动态汇聚组而言，同组成员一定有相同的操作 Key 才可汇聚成功。
缺省情况下，动态汇聚端口的管理 key 值自动协商。

参数
参数

说明

v_1_to_65535

手动指定范围 1～65535

auto

key 值自动协商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 key 值为 100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lacp key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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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lacp port-priority
命令描述
在动态汇聚组中，端口可能处于两种状态：select 和 standby。两者都能收发 LACP 协议，但 standby
端口不能转发用户报文。
由于设备对所能支持的汇聚组中的最大端口数有限制，如果当前的成员端口数量超过了最大端口
数的限制，则本端系统和对端系统会进行协商，根据设备 id 优的一端的端口 id 的大小，来决定
端口的状态。
lacp port-priority <v_1_to_65535>，配置 LACP 端口优先级。
缺省情况下，LACP 端口优先级为 32768。

参数
v_1_to_65535，优先级范围 1～65535，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 LACP 端口优先级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lacp port-priority 100

6.1.7 lacp role
命令描述
lacp role { active | passive }，配置动态汇聚端口角色。
缺省情况下，动态汇聚端口角色为主动模式。

参数
参数

说明

active

表示端口角色为主动模式。主动模式下，端口会主动向对端发送
LACPDU 报文，进行 LACP 协议的计算

passive

表示端口角色为被动模式。被动模式下，端口不会主动发送 LACPDU
报文，在接收到对端发送的 LACP 报文后，该端口进入协议计算状
态

命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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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模式

示例
//设置端口 1 的角色为主动模式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lacp role active
//设置端口 1 的角色为被动模式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lacp role passive

6.1.8 lacp timeout
命令描述
lacp timeout { fast | slow }，配置动态汇聚超时选项。
缺省情况下，动态汇聚超时为快超时。

参数
参数

说明

fast

快超时，即每秒发送一个 lacp 报文

slow

慢超时，即 30 秒发送一个 lacp 报文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动态汇聚快超时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5
SWITCH(config-if)# lacp timeout fast
//配置动态汇聚慢超时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5
SWITCH(config-if)# lacp timeout slow

6.1.9 链路聚合示例
组网需求
使用链路聚合增加设备级联端口带宽并且实现基于源目 MAC 的负载分担。
如图 6-1 所示，交换机 SW1 的 G1 口与交换机 SW2 的 G1 口相连接，同时交换机 SW1 的 G2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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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换机 SW2 的 G2 口相连接。要求将这两条物理链路聚合为一条逻辑链路。
图6-1 链路聚合组网

配置实例
SW1/SW2 的配置如下。
SWITCH# 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 aggregation mode smac dmac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aggregation group 1
SWITCH(config-if)# exit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if)# aggregation group 1

结果验证
聚合后两条链路形成一条逻辑链路，增加一倍带宽，且根据源或者目的 MAC 进行负载分担，当
汇聚组其中一条链路断掉时，数据会走汇聚组其他链路，不会造成通信中断。

6.2 VLAN 管理
vlan 配置命令有：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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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witchport mode
switchport access vlan
switchport forbidden vlan
switchport hybrid acceptable-frame-type
switchport hybrid egress-tag
switchport hybrid native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show vlan

6.2.1 功能介绍
以太网是一种基于 CSMA/CD（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带冲突检测
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技术的共享通讯介质。采用以太网技术构建的局域网，既是一个冲突域，
又是一个广播域，当网络中主机数目较多时会导致冲突严重，广播泛滥、性能显著下降，甚至网
络不可用等问题。通过在以太网中部署网桥或二层交换机，可以解决冲突严重的问题，但仍然不
能隔离广播报文。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 VLAN 技术，这种技术可以把一个物理 LAN 划分成多个
逻辑的 LAN——VLAN。处于同一 VLAN 的主机能直接互通，而处于不同 VLAN 的主机则不能
直接互通。这样，广播报文被限制在同一个 VLAN 内，即每个 VLAN 是一个广播域。
VLAN 的优点如下：
1.
2.
3.

提高网络性能。将广播包限制在 VLAN 内，从而有效控制网络的广播风暴，节省了网络带宽，
从而提高网络处理能力。
增强网络安全。不同 VLAN 的设备不能互相访问，不同 VLAN 的主机不能直接通信，需要
通过路由器或三层交换机等网络层设备对报文进行三层转发。
简化网络管理。同一个虚拟工作组的主机不会局限在某个物理范围内，简化了网络的管理，
方便了不同区域的人建立工作组。

6.2.2 vlan
命令描述
vlan <vlist>，用于新增 VLAN。
no vlan，用于删除 VLAN。
缺省情况下，所有端口默认属于 vlan 1。

参数
<vlist>，VLAN ID，允许范围 1～4095，4095 保留，实际配置使用 1～4094 即可。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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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新增 4 个 vlan，分别是 vlan 2，vlan 3，vlan 6 和 vlan 9
SWITCH(config)#vlan 2-3,6,9
//删除 vlan 6 和 vlan 9
SWITCH(config)#no vlan 6,9

6.2.3 name
命令描述
name <vlan_name>，配置 VLAN 名称。

参数
vlan_name，为 VLAN 的名字描述。

命令模式
vlan 配置模式

示例
//配置 vlan 2 的名字为 test123
SWITCH(config)# vlan 2
SWITCH(config-vlan)# name test123

6.2.4 switchport mode
命令描述
switchport mode { access | trunk | hybrid }，配置交换机的端口模式。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的端口模式为 access。

参数
参数

说明

access

访问模式，表示该端口只从属于一个 VLAN，并且只发送
和接收无标签的以太网帧。

trunk

中继模式，表示该端口与其它交换机相连，可以发送和接
收带标签的以太网帧。

hybrid

混合模式，表示该端口既可以连电脑，也可以连交换机和
路由器（是 access 模式和 trunk 模式的集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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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交换机端口 2、3、4 的模式为 access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4
SWITCH(config-if)#switchport mode access
//配置交换机端口 1 的模式为 trunk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switchport mode trunk

6.2.5 switchport access vlan
命令描述
switchport access vlan <pvid>，将端口加入 VLAN。
缺省情况下，将端口加入 vlan 1。

参数
pvid，VLAN 号，取值范围 1～4094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创建 vlan 2
SWITCH(config)#vlan 2
//5-8 端口加入 vlan 2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5-8
SWITCH(config-if)#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6.2.6 switchport forbidden vlan
命令描述
switchport forbidden vlan { add | remove } <vlan_list>，配置端口禁止的 VLAN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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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说明

add

表示增加端口禁止的 VLAN 号

remove

表示移除端口禁止的 VLAN 号

vlan_list

VLAN 号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禁止端口 1 加入 vlan 3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forbidden vlan add 3

6.2.7 switchport hybrid acceptable-frame-type
命令描述
switchport hybrid acceptable-frame-type { all | tagged | untagged }，配置 hybrid 口允许接收的帧类型。
缺省情况下，hybrid 口允许接收的帧类型为 all。

参数
参数

说明

all

表示 hybrid 口允许接收的帧类型为所有帧

tagged

表示 hybrid 口允许接收的帧类型为 tag 帧

untagged

表示 hybrid 口允许接收的帧类型为 untag 帧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hybrid 口允许接收所有帧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hybrid acceptable-frame-typ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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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switchport hybrid egress-tag
命令描述
switchport hybrid egress-tag { none | all }，配置数据出端口 tag 属性。
no switchport hybrid egress-tag，恢复数据出端口 tag 属性为默认配置。
缺省情况下，数据出端口 tag 属性为 untag port vlan。

参数
参数

说明

all

表示数据出端口为 tag 属性

none

表示数据出端口为 untag 属性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数据出端口 5 的 tag 属性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5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hybrid egress-tag all
//恢复数据出端口 tag 属性为默认配置
SWITCH(config-if)# no switchport hybrid egress-tag

6.2.9 switchport hybrid native
命令描述
switchport hybrid native vlan <pvid>，配置 hybrid 端口的本地 VLAN。

参数
pvid，VLAN 号，取值范围 1～4094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 hybrid 端口 5 的本地 VLAN 为 vlan 2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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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hybrid native vlan 2

6.2.10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命令描述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ll | none | [add | remove | except]<vlan_list>}，配置 trunk 口允许通过
的 VLAN 号。

参数
vlan_list，VLAN 号，取值范围 1～4094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 trunk 口允许通过 vlan 3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3

6.2.11 show vlan
命令描述
show vlan [ id <vlan_list> | name <name> | brief ] [ all ]，通过 VLAN ID 或 VLAN 名称查看相应
VLAN 的配置，以及查看 VLAN 整体配置信息。
show vlan ip-subnet [ <ipv4> ]，查看基于 IP 子网的 VLAN 条目。
show vlan mac [ address <mac_addr> ]，查看 MAC 地址的 VLAN 条目。
show vlan protocol，查看基于各个协议的 VLAN 状态。
show vlan status [ interface ( <port_type> [ <plist> ] ) ] [ admin | all | combined | conflicts | erps | evc |
gvrp | mep | mstp | mvr | nas | rmirror | vcl | voice-vlan ]，查看每个端口的 VLAN 配置。

参数
参数

说明

vlan_list

VLAN 号

name

VLAN 名称

ipv4

IP 和 子 网 掩 码 ， 格 式 为 “ IP 地 址 / 子 网 掩 码 ”， 例 如 ，
“172.8.4.1/255.255.0.0”

mac_addr

MAC 地址

port_type

端口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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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plist

端口号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 vlan 2 的配置信息
SWITCH# show vlan id 2
//查看 VLAN 的整体配置信息
SWITCH# show vlan brief
//查看每个端口的 VLAN 配置
SWITCH# show vlan status

6.2.12 VLAN 管理示例
组网需求
如图 6-2 所示，实现跨交换机的 VLAN 通信，即 PC1（192.168.222.107）与 PC2（192.168.222.94）
能正常访问。
图6-2 VLAN 管理组网

配置实例
//配置 SW1 上端口 1 和端口 2 的模式
SWITCH# 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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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nfig-if)# exit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配置 SW2 上端口 1 和端口 2 的模式
与 SW1 类似，此处省略，不再赘述。

结果验证
pc1（192.168.222.107）与 pc2（192.168.222.94）互相 ping 通。

6.2.13 链路聚合透传 VLAN 管理示例
组网需求
如图 6-3 所示，实现跨交换机的 VLAN 通信，即 PC1（192.168.222.107）与 PC2（192.168.222.94）
能正常访问，PC3（192.168.222.5）与 PC4（192.168.222.6）能正常访问。并且交换机 SW1 的 G1
口与交换机 SW2 的 G1 口相连接，同时交换机 SW1 的 G2 口与交换机 SW2 的 G2 口相连接。要
求将这两条物理链路聚合为一条逻辑链路。
图6-3 链路聚合透传 VLAN 管理组网

配置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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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W1 上端口 1、端口 3 和端口 4 的模式
SWITCH# 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2,20
SWITCH(config-if)# exit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trunk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2,20
SWITCH(config-if)# exit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3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0
SWITCH(config-if)# exit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4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配置 SW1 上的链路聚合
SWITCH# 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 aggregation mode smac dmac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aggregation group 1
SWITCH(config-if)# exit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if)# aggregation group 1
//配置 SW2 上端口 1 和端口 2 的模式
与 SW1 类似，此处省略，不再赘述。
//配置 SW2 上的链路聚合
与 SW1 类似，此处省略，不再赘述。

结果验证
pc1（192.168.222.107）与 pc4（192.168.222.94）互相 ping 通。并且，聚合后两条链路形成一条
逻辑链路，增加一倍带宽，且根据源或者目的 MAC 进行负载分担，当汇聚组其中一条链路断掉
时，数据会走汇聚组其他链路，不会造成通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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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VCL 配置
VCL 配置命令有：
switchport vlan mac
switchport vlan ip-subnet
switchport vlan protocol
vlan protocol

6.3.1 功能介绍
此模块可配置基于 MAC 地址划分 VLAN，基于子网掩码划分 VLAN，和基于协议划分 VLAN，
可根据不同的网络工作需求而使用的不同技术。


VCL 需与基于端口的 VLAN 配合使用。



VCL 优先级：基于 MAC 的 VLAN > 基于子网掩码的 VLAN > 基于协议的 VLAN。

6.3.2 switchport vlan mac
命令描述
switchport vlan mac <mac_addr> vlan <vid>，配置基于 MAC 的 VLAN 划分。
no switchport vlan mac <mac_addr> vlan <vid>，取消配置基于 MAC 的 VLAN 划分。

参数
参数

说明

mac_addr

48 位 MAC 地址，格式为××：××：××：××：××：××

vid

VLAN 号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 G1/3 端口属于 vlan2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3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将进入 G1/3 端口的 MAC 地址为 00:00:00:00:00:01 的数据帧打上 vlan2 的标签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3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vlan mac 00:00:00:00:00:01 v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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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配置基于 MAC 的 VLAN 划分
SWITCH(config-if)# no switchport vlan mac 00:00:00:00:00:01 vlan 2

6.3.3 switchport vlan ip-subnet
命令描述
switchport vlan ip-subnet [ id <1-128> ] <ipv4> vlan <vid>，配置基于子网掩码的 VLAN。
no switchport vlan ip-subnet [ id <1-128> ] <ipv4> vlan <vid>，删除配置基于 ip-subnet 的 VLAN。

参数
参数

说明

ipv4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vid

VLAN 号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端口 4 属于 vlan 2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4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将进入端口 4 的 192.168.4.0/24 网段的 IP 打上 vlan 2 的标签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4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vlan ip-subnet id 1 192.168.4.0/255.255.255.0 vlan 2
//删除配置基于 ip-subnet 的 VLAN
SWITCH(config-if)# no switchport vlan ip-subnet id 1 192.168.4.0/255.255.255.0 vlan 2

6.3.4 switchport vlan protocol
命令描述
switchport vlan protocol group <grp_id> vlan <vid>，配置组名，并映射到 VLAN。
no switchport vlan protocol group <grp_id> vlan <vid>，取消组名映射到 VLAN。

参数
参数

说明

grp_id

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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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vid

VLAN 号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端口 6 属于 vlan 2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6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将端口 6 下来自协议组 test 的数据帧打上 vlan 2 的标签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6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vlan protocol group test vlan 2
//取消在协议组 test 的数据帧打上 vlan 2 的标签
SWITCH(config-if)# no switchport vlan protocol group test vlan 2

6.3.5 vlan protocol
命令描述
vlan protocol { { eth2 { <etype> | arp | ip | ipx | at } } | { snap { <oui> | rfc-1042 | snap-8021h } <pid> }
| { llc <dsap> <ssap> } } group <grp_id>，配置协议到组的映射。
no vlan protocol { { eth2 { <etype> | arp | ip | ipx | at } } | { snap { <oui> | rfc-1042 | snap-8021h }
<pid> } | { llc <dsap> <ssap> } } group <grp_id>，取消配置协议到组的映射。

参数
参数

说明

etype

取值范围 0x600～0xFFFF

oui

取值范围 0x000000～0XFFFFFF

pid

取值范围 0x0～0xFFFF

dsap

取值范围 0x00～0xFF

ssap

取值范围 0x00～0xFF

grp_id

协议组名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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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协议 snap 0xE02B 0x1 的数据帧添加到协议组 test
SWITCH(config)# vlan protocol snap 0xE02B 0x1 group test
//取消将协议 snap 0xE02B 0x1 的数据帧添加到协议组 test
SWITCH(config)# no vlan protocol snap 0xE02B 0x1 group test

6.3.6 VCL 配置示例
1.

基于 MAC 的 VLAN 划分

组网需求
通过基于 MAC 地址的 VLAN 配置，实现 PC1（192.168.1.1）与 PC2（192.168.1.2）能在 vlan 2
中相互通信，在其他 VLAN 中不能通信。
将 PC1 和 PC2 的 MAC 地址添加到 vlan 2，在基于端口的 VLAN 中，将端口 1 和端口 2 添加到
vlan 2 中，如图 6-4 所示。
图6-4 基于 MAC 的 VLAN 划分组网

配置实例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vlan mac 00-00-00-00-00-01 vlan 2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vlan mac 00-00-00-00-00-02 vlan 2
SWITCH(config-if)#exit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vlan mac 00-00-00-00-00-01 vlan 2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vlan mac 00-00-00-00-00-02 v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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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验证
PC1（192.168.1.1）ping PC2（192.168.1.2）正常通信。

PC1（192.168.1.1）ping PC3（192.168.1.3）无法通信。

2.

基于子网掩码的 VLAN 划分

组网需求
如图 6-5 所示，PC1（192.168.222.64）
、PC2（192.168.222.128）
、PC3（192.168.222.2）是接在交
换机 G1、G2、G3 端口下面的 PC，在基于端口的 VLAN 中这三个端口都属于 vlan 2。通过基于
子网掩码的 VLAN 实现 PC1 与 PC2 可以互相 ping 通，PC3 ping 不通 PC1 和 PC2。
图6-5 基于子网掩码的 VLAN 划分组网

配置实例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SWITCH(config-if)#switchport vlan ip-subnet id 1 192.168.222.1/255.255.255.192 vlan 2
SWITCH(config-if)#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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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SWITCH(config-if)#switchport vlan ip-subnet id 1 192.168.222.1/255.255.255.192 vlan 2

结果验证
PC1（192.168.222.64）ping PC2（192.168.222.128）正常通信

PC1（192.168.222.64）ping PC3（192.168.222.2）无法通信

3.

协议映射成组名再映射成 VLAN

组网需求
如图 6-6 所示，PC1 是接在交换机 G1 端口下面的 PC，通过基于协议的 VLAN 配置，使得 IP 协
议只能在 vlan 2 中传输，在其它 VLAN 中不能传输。
图6-6 协议映射成组名再映射成 VLAN 组网

配置实例
//配置 G1 端口在基于端口的 VLAN 中属于 vlan2。
//配置协议映射成组名。
//配置组名映射成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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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nfig)#vlan protocol eth2 ip group ip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access vlan 2
SWITCH(config-if) #switchport vlan protocol group ip vlan 2

结果验证
配置完成后，PC1 用 vlan2 的接口 IP 访问交换机 WEB 界面；如果将 G1 端口在基于端口的 vlan
中属于 vlan1，那么 PC1 是无法用 vlan1 的接口 IP 访问交换机的 WEB 界面。

6.4 DHCP Snooping
DHCP Snooping 配置命令有：
ip igmp snooping
ip dhcp snooping trust
show ip dhcp snooping table
show ip dhcp snooping interface

6.4.1 功能介绍
DHCP Snooping 是 DHCP 的一种安全特性，保证客户端从合法的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网络中如
果存在私自架设的非法 DHCP 服务器，则可能导致 DHCP 客户端获取到错误的 IP 地址和网络配
置参数，从而无法正常通信。为了使 DHCP 客户端能通过合法的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DHCP
Snooping 安全机制允许将端口设置为信任端口和不信任端口：
1.

信任端口正常转发接收到的 DHCP 报文。

2.

不信任端口接收到 DHCP 服务器响应的 DHCP-ACK 和 DHCP-OFFER 报文后，丢弃该报文。

6.4.2 ip dhcp snooping
命令描述
ip dhcp snooping，开启 DHCP 侦听配置模式。
no ip dhcp snooping，关闭 DHCP 侦听配置模式。
缺省情况下，DHCP 侦听配置模式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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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模式

示例
//开启 DHCP 侦听配置模式
SWITCH(config)# ip dhcp snooping
//禁用 DHCP 侦听配置模式
SWITCH(config)# no ip dhcp snooping

6.4.3 ip dhcp snooping trust
命令描述
ip dhcp snooping trust，开启端口 DHCP 侦听信任模式。
no ip dhcp snooping trust，关闭端口 DHCP 侦听信任模式。
缺省情况下，端口 DHCP 侦听信任模式处于开启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DHCP 侦听信任模式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ip dhcp snooping trust
//关闭端口 DHCP 侦听信任模式
SWITCH(config-if)# no ip dhcp snooping trust

6.4.4 show ip dhcp snooping table
命令描述
show ip dhcp snooping table，查看 DHCP 动态侦听信息表。

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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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查看 DHCP 动态侦听信息表
SWITCH(config)# show ip dhcp snooping table

6.4.5 show ip dhcp snooping interface
命令描述
show ip dhcp snooping [ interface ( <port_type> [ <in_port_list> ] ) ]，查看端口 DHCP 侦听信任模式。

参数
参数

说明

port_type

端口类型

in_port_list

端口号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端口 1 的 DHCP 侦听信任模式
SWITCH# show ip dhcp snoopin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6.4.6 DHCP 侦听示例
组网需求
只允许客户端从 G1 端口下连接的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信息，不允许从 G2 口连接的其他服务器
获取，如图 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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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DHCP 侦听组网

配置实例
SWITCH#config terminal
SWITCH(config)# ip dhcp snooping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ip dhcp snooping trust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if)#no ip dhcp snooping trust

结果验证
PC1～PC100 可从 G1 口下的 DHCP Server 获取到 IP 信息，无法从 G2 口下的其他 DHCP Server
获取到 IP 信息。

6.5 DHCP Server
DHCP Server 配置命令有：
ip dhcp server
ip dhcp pool
host/network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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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se time
dns
default-router
show ip dhcp

6.5.1 功能介绍
DHCP Server，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网络中管理 DHCP 标准的一台计算机。DHCP Server 的职责是
当工作站登录进来时分配 IP 地址，并且确保分配给每个工作站的 IP 地址不同，DHCP Server 极
大地简化了以前需要用手工来完成的一些网络管理任务。
在以下场合通常利用 DHCP Server 来完成 IP 地址分配。


网络规模较大，手工配置需要很大的工作量，并难对整个网络进行集中管理。
网络中主机数目大于该网络支持的 IP 地址数量，无法给每个主机分配一个固定的 IP 地址。



例如，Internet 接入服务提供商限制同时接入网络的用户数目，用户必须动态获得自己的 IP
地址。
网络中只有少数主机需固定的 IP 地址，大多数主机没有固定的 IP 地址需求。



DHCP Server 的配置分为三部分：模式配置、排除 IP、地址池配置。

6.5.2 ip dhcp server
命令描述
ip dhcp server，开启 DHCP 服务。
no ip dhcp server，关闭 DHCP 服务。
缺省情况下，DHCP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vlan 接口模式

示例
//全局开启 DHCP Server。开启后，属于地址池对应 VLAN 的端口均可获取 IP 信息
SWITCH(config)# ip dhcp server
//配置 DHCP Server 允许在 vlan 2 分配 IP
SWITCH(config)# interface vlan 2
SWITCH(config-if-vlan)# ip dhcp server
//配置 DHCP Server 不允许在 vlan 2 分配 IP
SWITCH(config-if-vlan)# no ip dhcp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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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ip dhcp pool
命令描述
ip dhcp pool <pool_name>，新增 DHCP 地址池名。
no ip dhcp pool <pool_name>，删除指定名称的 DHCP 地址池。

参数
pool_name，地址池名称。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新增一个名为 vlan2_test 的 DHCP 地址池
SWITCH(config)# ip dhcp pool vlan2_test1
//删除名为 vlan2_test 的 DHCP 地址池
SWITCH(config)# no ip dhcp pool vlan2_test1

6.5.4 host/network
命令描述
host <ip> <subnet_mask>，配置地址池的主机地址。
network <ip> <subnet_mask>，配置地址池的 IP 网段。最大支持分配 1K 个 IP，可扩展至 4K 个。
no host <ip> <subnet_mask>，表示删除地址池的主机地址。
no network <ip> <subnet_mask>，表示删除地址池的 IP 网段。

参数
参数

说明

ip

IP 地址

subnet_mask

子网掩码

命令模式
地址池配置模式

示例
//配置地址池的主机地址和 IP 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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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nfig)# ip dhcp pool test_pool
SWITCH(config-dhcp-pool)# host 3.0.0.1 255.0.0.0
SWITCH(config-dhcp-pool)# network 1.0.0.1 255.0.0.0

6.5.5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命令描述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low_ip> [ <high_ip> ]，配置 DHCP 服务器地址池排除 IP 或 IP 段。
no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low_ip> [ <high_ip> ]，删除 DHCP 服务器地址池中的指定排除 IP 或
IP 段。排除 IP 不会分配到对应接口下的客户机。

参数
参数
low_ip
high_ip

说明
IP 网段的起始 IP，
当配置 IP 地址时而不是 IP 网段时，仅配置 low_ip
即可
IP 网段的终止 IP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 DHCP 服务器地址池排除 IP 段
SWITCH(config)#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0.0.1 1.0.0.2
//删除 DHCP 服务器地址池中的指定排除 IP 段
SWITCH(config)#no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0.0.1 1.0.0.2

6.5.6 lease time
命令描述
lease { <day> [ <hour> [ <min> ] ] | infinite }，配置地址池 IP 租约。
缺省情况下，地址池 IP 租约为永久。

参数
参数

说明

day

日

hour

时

min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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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nfinite

永久

命令模式
地址池配置模式

示例
//配置地址池的租约时间为永久
SWITCH(config)#ip dhcp pool 1
SWITCH(config-dhcp-pool)# lease infinite
//配置地址池的租约时间为 1 天
SWITCH(config-dhcp-pool)# lease 1 0 0

6.5.7 dns
命令描述
dns-server <ip>，配置 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服务器地址。

参数
ip，DNS 服务器地址

命令模式
地址池配置模式

示例
//配置 DNS 服务器地址为 8.8.8.8
SWITCH(config)#ip dhcp pool 1
SWITCH(config-dhcp-pool)# dns-server 8.8.8.8

6.5.8 default-router
命令描述
default-router <ip>，配置地址池的默认网关。

参数
ip，网关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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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地址池配置模式

示例
//配置地址池的默认网关为 1.0.0.100
SWITCH(config)#ip dhcp pool 1
SWITCH(config-dhcp-pool)# default-router 1.0.0.100

6.5.9 show ip dhcp
命令描述
show ip dhcp pool [ <pool_name> ]，查看地址池配置。
show ip dhcp server，查看服务器配置。

参数
pool_name，地址池名称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地址池配置
SWITCH# show ip dhcp pool
//查看服务器配置
SWITCH# show ip dhcp server

6.5.10 DHCP Server 示例
组网需求
配置交换机为 DHCP 服务器，客户端 IP 信息由服务器统一分配，如图 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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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DHCP Server 组网

配置实例
SWITCH# config terminal
SWITCH(config)# ip dhcp server
SWITCH(config)# interface vlan 1
SWITCH(config-if-vlan)# ip dhcp server
SWITCH(config-if-vlan)# exit
SWITCH(config)# ip dhcp excluded-address 192.168.1.1 192.168.1.10
SWITCH(config)# ip dhcp pool a
SWITCH(config-dhcp-pool)# network 192.168.1.0 255.255.255.0
SWITCH(config-dhcp-pool)#default-router 192.168.1.1
SWITCH(config-dhcp-pool)#lease 1 0 0
SWITCH(config-dhcp-pool)#dns-server 8.8.8.8

结果验证
PC1～PC100 等客户端可从 DHCP Server（SW1）获取到正确的 IP 信息。
配置 VLAN 的 DHCP Server 时，需配置同 VLAN 的三层接口，DHCP Server 才能给相应 VLAN
下的客户端下发 IP 信息。

6.6 IGMP Snooping
IGMP Snooping 配置的命令有：
ip igmp snooping
ip igmp snooping vlan
ip igmp unknow-flo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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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igmp-snooping immediate-leave
show ip igmp snooping

6.6.1 功能介绍
IGMP Snooping（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Snooping，互联网组管理协议窥探）是运行
在二层设备上的组播约束机制，用于管理和控制组播组。运行 IGMP Snooping 的二层设备通过对
收到的 IGMP 报文进行分析，为端口和 MAC 组播地址建立起映射关系，并根据这样的映射关系
转发组播数据。

6.6.2 ip igmp snooping
命令描述
ip igmp snooping，开启 IGMP Snooping 功能。
no ip igmp snooping，禁用 IGMP Snooping 功能。
缺省情况下，IGMP Snooping 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VLAN 接口模式或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 IGMP Snooping 功能
SWITCH (config)# ip igmp snooping

6.6.3 ip igmp snooping vlan
命令描述
ip igmp snooping vlan <v_vlan_list>，在某个 VLAN 中开启 IGMP Snooping 功能。
no ip igmp snooping vlan <v_vlan_list>，关闭某个 VLAN 的 IGMP Snooping 功能。
缺省情况下，IGMP Snooping 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参数
v_vlan_list，VLAN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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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开启 vlan 1 的 IGMP Snooping 功能
SWITCH (config)# ip igmp snooping vlan 1

6.6.4 ip igmp unknow-flooding
命令描述
ip igmp unknow-flooding，开启未知组播流泛洪。
no ip igmp unknow-flooding，关闭未知组播流泛洪。
缺省情况下，位置组播流泛洪处于开启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开启未知组播流泛洪
SWITCH (config)#ip igmp unknow-flooding

6.6.5 ip igmp-snooping immediate-leave
命令描述
ip igmp-snooping immediate-leave，开启端口的快速离开功能。
no ip igmp-snooping immediate-leave，禁用端口的快速离开功能。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快速离开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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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1 的快速离开功能
SWITCH (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 (config-if)# ip igmp snooping immediate-leave

6.6.6 show ip igmp snooping
命令描述
show ip igmp snooping [ vlan <v_vlan_list> ] [ group-database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 [ sfm-information ] ] [ detail ]，查看 IGMP 配置。
show ip igmp snooping mrouter [ detail ]，查看 IGMP 的组播路由端口状态。

参数
参数

说明

v_vlan_list

VLAN 号

port_type

端口类型

v_port_type_list

端口号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 IGMP 配置
SWITCH #show ip igmp snooping

6.6.7 IGMP Snooping 示例
组网需求
请求加入组播组的成员端口可接收到组播流信息，未请求进入组播组的非成员端口无法接受到组
播信息。例如，PC2 和 PC3 请求加入动态组播组，PC4 不做请求，如图 6-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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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IGMP Snooping 组网

配置实例
//在 vlan 1 下使能 IGMP Snooping
SWITCH# conf terminal
SWITCH(config)# ip igmp snooping
SWITCH(config)# no ip igmp unknown-flooding
SWITCH(config)#ip igmp snooping vlan 1

结果验证
PC2 和 PC3 可接受来自组播源的视频流，PC4 无法接受到来自组播源的视频流。

6.7 MVR config 配置
MVR（Multicast VLAN Registration，组播局域网注册）配置命令有：
mvr
mvr vlan
mvr name/vlan type
mvr immediate-leave
show m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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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功能介绍
为解决 IGMP Snooping 协议中当接收者（receivers）被放置在不同 VLAN 的时候，IGMP Snooping
无能为力的问题，MVR 应运而生。MVR 解决了接收者处于不同 VLAN 时的泛洪问题，它使用一
个专用的、手工配置的 VLAN，即组播 VLAN，在二层网络中去转发组播流量，它能与 IGMP
Snooping 协同使用。
MVR 像 IGMP Snooping 协议一样，允许二层交换机去监听 IGMP 控制协议，这两种协议彼此独
立运作，可同时配置在交换机上。如果同时开启两种特性，MVR 将只监听静态配置到其 MVR 功
能上面的组的 john 和 report 信息，而其它的组信息仍然由 IGMP Snooping 进行管理。
配置 MVR 功能时，有以下两种类型的 MVR 端口。



源端口，是指组播 VLAN 中的组播流经过的端口。
接收端口，是一台监听组播主机连接到的交换机的端口。它可以被放置在除组播 VLAN 外任
何的 VLAN 或无 VLAN，无 VLAN 通常指 VLAN1，不打标记的流量。这意味着，开启 MVR
功能的交换机执行 VLAN 标签替换工作，
将组播接收端口的 VLAN 标签替换为源端口 VLAN
标签。组播 VLAN，是指需要手动配置在具体网络中的、MVR 专用的 VLAN，对于所有的
源端口，它需要被明确配置，它常用于在网络中传输组播流，同时避免组播流在不同 VLAN
中的重复。MVR VID 必须要与组播源所处的 VLAN PVID 一致。

6.7.2 mvr
命令描述
mvr，全局使能 MVR 模式。
no mvr，全局关闭 MVR 模式。
缺省情况下，MVR 模式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全局使能 MVR 模式
SWITCH(config)# mvr
//全局禁用 MVR 模式
SWITCH(config)# no m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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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mvr vlan
命令描述
mvr vlan <v_vlan_list> [ name <mvr_name> ]，配置 MVR VLAN 接口。
no mvr vlan <v_vlan_list> [ name <mvr_name> ]，删除 MVR VLAN 接口配置。

参数
参数

说明

v_vlan_list

VLAN 号

mvr_name

MVR 组播 VLAN 名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创建 mvr vlan100 且命名为 123
SWITCH(config)# mvr vlan 100 name 123

6.7.4 mvr name/vlan type
命令描述
mvr name <mvr_name> type { source | receiver }
mvr vlan <v_vlan_list> type { source | receiver }
配置当前 MVR 组的端口类型为接收端口或源端口。

参数
参数

说明

mvr_name

MVR 组名称

v_vlan_list

VLAN 号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端口 8 为 mvr 123 组的组播源端口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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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nfig-if)# mvr name 123 type source
//配置端口 8 为 mvr vlan100 组的组播源端口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config-if)# mvr vlan 100 type source

6.7.5 mvr immediate-leave
命令描述
mvr immediate-leave，开启端口 MVR 快速离开功能。
no mvr immediate-leave，关闭端口 mvr 快速离开功能。
缺省情况下，端口 MVR 快速离开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8 的 MVR 快速离开功能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config-if)# mvr immediate-leave
//关闭端口 8 的 MVR 快速离开功能
SWITCH(config-if)# no mvr immediate-leave

6.7.6 show mvr
命令描述
show mvr，查看 MVR 配置。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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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查看 MVR 配置
SWITCH#show mvr

6.7.7 MVR 配置示例
组网需求
如图 6-10 所示，端口 1，2，8 分别为 access 口，端口 1 设置 PVID 为 10，端口 2 设置 PVID 为
11。端口 8 设置 PVID 为 100。
使能 MVR，设置 MVR VID 为 100，MVR name 为 123，其他默认。
设置端口 1 和端口 2 的类型为 receiver，端口 8 的类型为 source。开启快速离开。
图6-10 MVR 组网

配置实例
//标识 vlan 100 为组播源所在 vlan 且为其命名
SWITCH(config)# mvr
SWITCH(config)#mvr vlan 100 name 123
//配置 G1 为 access 口，pvid 10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switchport access vl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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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G1 为接收端口，并开启快速离开
SWITCH(config-if)#mvr immediate-leave
SWITCH(config-if)#mvr name 123 type receiver
//配置 G2 为 access 口，pvid 11
SWITCH(config-if)#exit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switchport access vlan 11
//添加 G2 为接收端口，并开启快速离开
SWITCH(config-if)#mvr immediate-leave
SWITCH(config-if)#mvr name 123 type receiver
//配置 G8 为 access 口，pvid 100
SWITCH(config-if)#exit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config)#switchport mode access
SWITCH(config)#switchport access vlan 100
//添加 G8 为组播源端口
SWITCH(config-if)#mvr name 123 type source

结果验证
组播源开始播放视频后，可以看到 PC1、PC2 可以接收组播流，PC3 接收不到组播流。

6.8 PoE
PoE（Power over Ethernet，有源以太网）配置命令有：
poe management mode
poe supply
poe system-power-reserve
poe mode
show poe interface

6.8.1 功能介绍
PoE 是指设备通过以太网电口，利用双绞线对外接 PD（Powered Device，受电设备）进行远程供
电。PoE 功能使得电源集中供电，备份方便，网络终端不需外接电源，只需要一根网线即可。符
合 IEEE 802.3af 和 IEEE 802.3at 标准，
使用全球统一的电源接口。
可以用于 IP 电话、
无线 AP
（ Access
Point，接入点）
、便携设备充电器、刷卡机、网络摄像头、数据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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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poe management mode
命令描述
poe management mode { class-consumption | lldp-consumption }，配置剩余功率的分配方式。
缺省情况下，剩余功率的分配方式为 class-consumption。

参数
参数

说明

class-consumption

根据 PD 等级来分配剩余功率

lldp-consumption

根据 LLDP 来分配剩余功率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根据 PD 等级来分配剩余功率
SWITCH(config)# poe management mode class-consumption

6.8.3 poe supply
命令描述
poe supply <supply_power>，配置端口最大对外输出功率。
缺省情况下，端口最大对外输出功率为 115W。

参数
supply_power，最大对外输出功率，取值范围 1～120，单位是 W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最大对外输出功率为 110W
SWITCH(config)# poe supply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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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poe system-power-reserve
命令描述
poe system-power-reserve < power_reserve>，配置 PoE 预留功率。
缺省情况下，PoE 预留功率为 10W。

参数
power_reserve，预留功率，取值范围 1～120，单位是 W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预留功率为 15W
SWITCH(config)# poe system-power-reserve 15

6.8.5 poe mode
命令描述
poe mode { standard | plus }，开启端口的 PoE 功能。
no poe mode，关闭端口的 PoE 功能。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PoE 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参数
参数

说明

standard

普通 PoE 端口，最大功率支持 40W
Hi-PoE 端口，最大功率支持 60W

plus
仅端口 1 和端口 2 支持 plus 模式，其他端口不支持。

命令模式
端口模式

示例
//配置端口 3 为普通 PoE 端口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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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nfig)# poe mode standard

6.8.6 show poe interface
命令描述
show poe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用于查看支持 PoE 功能的设备信息。

参数
参数

说明

port_type

端口类型

v_port_type_list

端口号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配置所有端口的 PoE 信息
SWITCH# show poe
//配置端口 1 的 PoE 信息
SWITCH# show poe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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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网络安全命令

7.1 MAC 地址表
MAC 地址表命令有：
mac address-table learning
mac address-table static
mac address-table aging-time
show mac address-table

7.1.1 功能介绍
MAC（Media Access Control，媒体访问控制）地址表记录了 MAC 地址与接口的对应关系，以及
接口所属的 VLAN 等信息。设备在转发报文时，根据报文的目的 MAC 地址查询 MAC 地址表，
如果 MAC 地址表中包含与报文目的 MAC 地址对应的表项，则直接通过该表项中的出接口转发
该报文；如果 MAC 地址表中没有包含报文目的 MAC 地址对应的表项时，设备将采取广播方式
通过对应 VLAN 内除接收接口外的所有接口转发该报文。
此模块可配置动态 MAC 的学习方式和老化时间，也可添加静态 MAC。

7.1.2 mac address-table learning
命令描述
mac address-table learning [ secure ]，选择端口的 MAC 地址表学习模式。

参数
secure，允许添加静态绑定不允许动态学习 MAC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允许端口 1 添加静态绑定不允许动态学习 MAC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mac address-table learning 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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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mac address-table static
命令描述
mac address-table static <v_mac_addr> vlan
[ <v_port_type_list> ] ) ]，添加静态 MAC 地址。

<v_vlan_id>

[

no mac address-table static <v_mac_addr> vlan <v_vlan_id>
[ <v_port_type_list> ] ) ]，取消添加静态 MAC 地址。

interface
[ interface

(

<port_type>

( <port_type>

参数
参数

说明

v_mac_addr

MAC 地址

v_vlan_id

该 MAC 地址所属 VLAN，取值范围 1～4094

port_type

端口类型

v_port_type_list

端口号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 MAC 地址 00-00-00-00-00-01 绑定到属于 VLAN2 的端口 8 上。
SWITCH(config)# mac address-table static 00-00-00-00-00-01 vlan 2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7.1.4 mac address-table aging-time
命令描述
mac address-table aging-time <v_0_10_to_1000000>，设置 MAC 地址老化时间。
no mac address-table aging-time <v_0_10_to_1000000>，恢复为老化时间的默认值。

参数
v_0_10_to_1000000，老化时间，配置为 0 时，表示关闭自动老化；默认值为 300；取值范围
<0,10-1000000>，单位为“秒”
。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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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AC 地址表的老化时间为 200 秒
SWITCH(config)# mac address-table aging-time 200

7.1.5 show mac address-table
命令描述
show mac address-table [ conf | static | aging-time | { { learning | count }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 vlan <v_vlan_id_2> ] } | { address <v_mac_addr> [ vlan <v_vlan_id> ] } |
vlan <v_vlan_id_1>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_1> ] ) ]，显示交换机 MAC 地址表的
内容。

参数
参数

说明

conf

用户增加的静态 MAC 地址

static

静态 MAC 地址表

aging-time

MAC 地址表老化时间

learning

MAC 学习状态

count

MAC 地址总数

port_type

端口类型

v_port_type_list

端口号

v_vlan_id_2

VLAN 号，取值范围 1～4094

address

查询 MAC 地址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显示所有 MAC 地址表
SWITCH# show mac address-table

7.2 端口隔离
端口隔离命令有：
pvlan isolation

7.2.1 功能介绍
端口隔离功能，可以实现同一 VLAN 内端口之间的隔离。用户只需要将端口加入到隔离组中，即
可实现隔离组内端口之间二层数据通信的隔离。端口隔离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更安全、更灵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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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组网方案。

7.2.2 pvlan isolation
命令描述
pvlan isolation，端口通过加入隔离组，隔离组内的端口成员之间相互不能通信，隔离组内的端口
可以和隔离组外的端口通信。
默认情况下，端口未加入隔离组。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将 G1-5 端口添加到隔离端口，使其两两之间不能互相通信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5
SWITCH(config-if)# pvlan isolation

7.3 风暴抑制
风暴抑制命令有：
qos storm

7.3.1 功能介绍
风暴抑制是指用户可以限制端口上允许接收的广播流量大小，当该类流量超过用户设置的阈值后，
系统将丢弃超出流量限制的数据帧，防止风暴的发生，从而保证网络的正常运行。

7.3.2 qos storm
命令描述
qos storm { unicast | multicast | broadcast } <rate> [ fps | kfps | kbps | mbps ]，开启风暴抑制功能。
no qos storm { unicast | multicast | broadcast } <rate> [ fps | kfps | kbps | mbps ]，关闭风暴抑制功能。
缺省情况下，风暴抑制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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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

说明

unicast

单播报文，取值范围 1～1024000

multicast

组播报文，取值范围 1～1024000

broadcast

广播报文，取值范围 1～1024000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广播报文风暴抑制为 500kbps。
SWITCH(config)#qos storm broadcast 500

7.4 IP 源保护
IP 源保护的命令有：
ip verify source
ip verify source translate
ip verify source limit
ip source binding interface
show ip verify source

7.4.1 功能介绍
通过 IP 源保护功能，可以对端口转发的报文进行过滤控制，防止非法报文通过端口，从而限制了
对网络资源的非法使用（例如非法主机仿冒合法用户 IP 接入网络），提高了端口的安全性。
如果交换机的端口配置了 IP 源保护，则当报文到达该端口时，设备会检查 IP 源保护的表项，符
合表项的报文则可以转发或者进入后续流程，不符合表项的报文将被丢弃。绑定功能是针对端口
的，一个端口被绑定后，仅该端口被限制，其他端口不受该绑定影响。

7.4.2 ip verify source
命令描述
ip verify source，开启 IP 源保护功能。
no ip verify source，关闭 IP 源保护功能。
缺省情况下，IP 源保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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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开启 IP 源保护功能
SWITCH (config)# ip verify source
//开启端口 8 的 IP 源保护功能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 (config-if)# ip verify source

7.4.3 ip verify source translate
命令描述
ip verify source translate，将动态条目转化为静态条目。
no ip verify source translate，取消将动态条目转化为静态条目。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将动态条目转化为静态条目
SWITCH (config)# ip verify source translate

7.4.4 ip verify source limit
命令描述
ip verify source limit <cnt_var>，限制端口的最大动态客户端数。
no ip verify source limit <cnt_var>，恢复默认值。
缺省情况下，不限制端口的最大动态客户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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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cnt_var，动态客户端数目，取值范围 0～2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限制端口 1 的最大动态客户端数不超过 2
SWITCH (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 (config-if)# ip verify source limit 2

7.4.5 ip source binding interface
命令描述
ip source binding interface <port_type> <in_port_type_id> <vlan_var> <ipv4_var> <mac_var>，添加静
态条目。
no ip source binding interface <port_type> <in_port_type_id> <vlan_var> <ipv4_var> <mac_var>，删
除静态条目。

参数
参数

说明

port_type

端口类型

in_port_type_id

端口号

vlan_var

VLAN 号

ipv4_var

IP 地址

mac_var

子网掩码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添加一条端口号为 1，vlan 号为 1，ip 地址和子网掩码为 192.168.2.66/255.255.255.0 的静态条目
SWITCH(config)#ip source bindin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1 192.168.2.66 00-00-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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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show ip verify source
命令描述
show ip verify source，查看 IP 源保护的配置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 IP 源保护配置状态
SWITCH# show ip verify source

7.5 ARP 检测配置
ARP 检测配置命令有：
ip arp inspection
ip arp inspection trust
ip arp inspection logging
ip arp inspection entry interface
ip arp inspection translate
show ip arp inspection

7.5.1 功能介绍
ARP 协议有简单、易用的优点，但是也因为其没有任何安全机制而容易被攻击发起者利用。
攻击者可以仿冒用户、仿冒网关发送伪造的 ARP 报文，使网关或主机的 ARP 表项不正确，从而
对网络进行攻击。攻击者通过向设备发送大量目标 IP 地址不能解析的 IP 报文，使得设备试图反
复地对目标 IP 地址进行解析，导致 CPU 负荷过重及网络流量过大。攻击者向设备发送大量 ARP
报文，对设备的 CPU 形成冲击。目前 ARP 攻击和 ARP 病毒已经成为局域网安全的一大威胁，为
了避免各种攻击带来的危害，设备提供了 ARP 检测技术对攻击进行防范、检测和解决。
ARP 检测就是交换机的相关端口会自动检测 ARP 数据包是否来自于正确的端口，并且没有被攻
击者所更改或者欺骗。通过 DHCP 监听绑定表，交换机能够确定正确的端口。如果交换机接收的
数据来自错误的端口，则会自动抛弃这个数据包，攻击者将不能够对网络进行进一步的破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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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ip arp inspection
命令描述
ip arp inspection，开启 ARP 检测功能。
no ip arp inspection，关闭 ARP 检测功能。
缺省情况下，ARP 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开启 ARP 检测功能
SWITCH(config)# ip arp inspection

7.5.3 ip arp inspection trust
命令描述
ip arp inspection trust，开启端口的 ARP 检测功能。
no ip arp inspection trust，关闭端口的 ARP 检测功能。
缺省情况下，端口的 ARP 检测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8 的 ARP 检测功能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config-if)#ip arp inspection trust
//禁用端口 8 的 ARP 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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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config-if)# no ip arp inspection trust

7.5.4 ip arp inspection logging
命令描述
ip arp inspection logging{deny | permit | all}，当出现非法 ARP 时，系统生成日志。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8 的非法 ARP 上报功能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config-if)#ip arp inspection logging permit

7.5.5 ip arp inspection entry interface
命令描述
ip arp inspection entry interface <port_type> <in_port_type_id> <vlan_var> <mac_var> <ipv4_var>，添
加静态条目。
no ip arp inspection entry interface <port_type> <in_port_type_id> <vlan_var> <mac_var> <ipv4_var>，
删除静态条目。

参数
参数

说明

port_type

端口类型

in_port_type_id

端口号

vlan_var

VLAN 号

mac_var

MAC 地址

ipv4_var

IP 地址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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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添加一条静态条目
SWITCH(config)# ip arp inspection entr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1 00:00:00:00:00:08
192.168.2.3

7.5.6 ip arp inspection translate
命令描述
ip arp inspection translate [ interface <port_type> <in_port_type_id> <vlan_var> <mac_var>
<ipv4_var> ]，将动态条目转换成静态条目。
no ip arp inspection translate [ interface <port_type> <in_port_type_id> <vlan_var> <mac_var>
<ipv4_var> ]，取消将动态条目转换成静态条目。

参数
参数

说明

port_type

端口类型

port_type_id

端口号

vlan_var

VLAN 号

mac_var

MAC 地址

ipv4_var

IP 地址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将所有动态条目转换成静态条目
SWITCH (config)# ip arp inspection translate

7.5.7 show ip arp inspection
命令描述
show ip arp inspection，查看 ARP 检测的相关配置信息。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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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 ARP 检测的配置信息
SWITCH# show ip arp inspection

7.6 ACL 配置
ACL 配置命令有：
access-list ace
show access-list

7.6.1 功能介绍
ACL（Access Control List，访问控制列表）是通过配置对报文的匹配规则和处理操作来实现包过
滤的功能，端口上应用的 ACL 规则对报文的字段进行分析，在识别出特定的报文之后，根据预
先设定的操作（允许/禁止通过、限速、重定向、关闭端口等）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ACL 配置会关联端口安全（端口 ACL 策略配置）和带宽策略（端口 ACL 带宽策略）
，ACE（Access
Control Entry）条目按需调用 ACL 策略 ID 和带宽策略 ID。

7.6.2 access-list ace
命令描述
access-list ace [ update ] <ace_id> [ next { <ace_id_next> | last } ] [ ingress { interface { <port_type>
<ingress_port_id> | ( <port_type> [ <ingress_port_list> ] ) } | any } ] [ policy <policy> [ policy-bitmask
<policy_bitmask> ] ] [ tag { tagged | untagged | any } ] [ vid { <vid> | any } ] [ tag-priority
{ <tag_priority> | 0-1 | 2-3 | 4-5 | 6-7 | 0-3 | 4-7 | any } ] [ dmac-type { unicast | multicast | broadcast |
any } ] [ frame-type { any | etype [ etype-value { <etype_value> | any } ] [ smac { <etype_smac> |
any }……省略......，配置 ACL 条目。
no access-list ace，删除 ACL ACE 条目。

参数
参数

说明

ace_id

ACE 条目 ID，允许范围为 1～256

next

在当前 ACE 条目下新增新的 ACE 条目

ingress interface

入端口

policy

策略配置项

vid

VID filter 域配置项

tag-priority

vlanTag 优先级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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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dmac-type

目的 MAC 类型

action

访问控制行为

rate-limiter

速率限制，会调用带宽策略中的 rate-limiter

logging

日志帧信息

shutdown

关端口配置选项

redirect

端口重定向配置选项

frame-type

帧类型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 ACL 条目
SWITCH(config)# access-list ace 1 ingress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frame-type ipv4 action deny
rate-limiter 1 redirec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logging
//删除 ACL ACE 条目
SWITCH(config)# no access-list ace 1

7.6.3 show access-list
命令描述
show access-list ace statistics，查看 ACE 的配置信息。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 ACE 的配置信息
SWITCH# show access-list ace statistics

7.7 STP 配置
STP 配置命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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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ning-tree
spanning-tree mode
spanning-tree mst 0 priority
spanning-tree mst forward-time
spanning-tree mst hello-time
spanning-tree auto-edge
spanning-tree bpdu-guard
spanning-tree edge
spanning-tree link-type
spanning-tree mst
spanning-tree restricted-role
spanning-tree restricted-tcn
show spanning-tree

7.7.1 功能介绍
STP（Spanning Tree Protocol，生成树协议）是根据 IEEE 802.1D 标准建立的，用于在局域网中消
除数据链路层物理环路的协议。运行该协议的设备通过彼此交互信息发现网络中的环路，并有选
择的对某些端口进行阻塞，最终将环路网络结构修剪成无环路的树型网络结构，从而防止报文在
环路网络中不断增生和无限循环，避免设备由于重复接收相同的报文所造成的报文处理能力下降
的问题发生。
STP 采用的协议报文是 BPDU（Bridge Protocol Data Unit，桥协议数据单元）
，也称为配置消息，
BPDU 中包含了足够的信息来保证设备完成生成树的计算过程。STP 即是通过在设备之间传递
BPDU 来确定网络的拓扑结构。

7.7.2 spanning-tree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开启 STP 功能。
no spanning-tree，关闭 STP 功能。
缺省情况下，STP 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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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端口 8 的 STP 功能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 (config-if) #spanning-tree
//开启聚合端口的 STP 功能
SWITCH(config)# spanning-tree aggregation
SWITCH (config-stp-aggr)# spanning-tree

7.7.3 spanning-tree mode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 mode { stp | rstp | mstp }，设置 STP 协议版本。
缺省情况下，STP 协议版本为 STP。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将 STP 协议版本设置为 RSTP
SWITCH (config) #spanning-tree mode rstp

7.7.4 spanning-tree mst 0 priority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 mst <instance> priority <prio>，修改 STP、RSTP 网桥优先级。数值越小，优先级越
高，并且 priority 后的数值必须为 4096 的倍数。
缺省情况下，网桥优先级为 32768。

参数
参数

说明

instance

取值范围 0～7

prio

网桥优先级

命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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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模式

示例
//将当前设备网桥优先级修改为 4096
SWITCH (config) #spanning-tree mst 0 priority 4096

7.7.5 spanning-tree mst forward-time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 mst forward-time <fwdtime>，配置转发时间。
缺省情况下，转发时间为 15 秒。

参数
fwdtime，取值范围 4 秒～30 秒。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转发时间
SWITCH (config) #spanning-tree mst forward-time 16

7.7.6 spanning-tree mst hello-time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 mst hello-time <hellotime>，配置 hellotime。
缺省情况下，hellotime 为 2 秒。

参数
hellotime，取值范围 1 秒～10 秒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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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hellotime
SWITCH (config) #spanning-tree mst hello-time 3

7.7.7 spanning-tree auto-edge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 auto-edge，开启自动边缘功能。
no spanning-tree auto-edge，关闭自动边缘功能。
缺省情况下，自动边缘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配置

示例
//开启端口 8 的自动边缘功能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 (config-if) #spanning-tree auto-edge

7.7.8 spanning-tree bpdu-guard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 bpdu-guard，开启 BPDU 防护功能。
no spanning-tree bpdu-guard，关闭 BPDU 防护功能。
缺省情况下，BPDU 防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8 的 BPDU 防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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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 (config-if) #spanning-tree bpdu-guard
//开启聚合端口的 BPDU 防护功能
SWITCH(config)# spanning-tree aggregation
SWITCH (config-stp-aggr)# spanning-tree bpdu-guard

7.7.9 spanning-tree edge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 edge，开启管理边缘功能。
no spanning-tree edge，关闭管理边缘功能。
缺省情况下，管理边缘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8 的管理边缘功能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 (config-if) #spanning-tree edge

7.7.10 spanning-tree link-type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 link-type { point-to-point | shared | auto }，配置点对点的类型。
no spanning-tree link-type，恢复默认值。
缺省情况下，点对点的类型为 auto。

参数
参数

说明

point-to-point

点对点

shared

共享

auto

自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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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端口 8 的类型为点对点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 (config-if) # spanning-tree link-type point-to-point
//配置聚合端口的类型为点对点
SWITCH (config-stp-aggr)# spanning-tree link-type point-to-point

7.7.11 spanning-tree mst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 mst <instance> cost { <cost> | auto }，设置路径开销。
no spanning-tree mst <instance> cost { <cost> | auto }，恢复默认值。
spanning-tree mst <instance> port-priority <prio>，设置端口优先级。
no spanning-tree mst <instance> port-priority <prio>，恢复默认值。

参数
参数

取值

instance

取值范围 0～7

cost

取值范围 1～200000000

prio

取值范围 0～240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端口 8 的路径开销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 (config-if) # spanning-tree mst 1 cost 144
//配置聚合端口的路径开销
SWITCH (config-stp-aggr)# spanning-tree mst 1 cost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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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2 spanning-tree restricted-role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 restricted-role，开启根保护机制，启用该功能后，指定端口不会成为根端口。
no spanning-tree restricted-role，关闭根保护机制。
缺省情况下，根保护机制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8 的根保护机制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 (config-if) # spanning-tree restricted-role
//开启聚合端口的根保护机制
SWITCH (config-stp-aggr)# spanning-tree restricted-role

7.7.13 spanning-tree restricted-tcn
命令描述
spanning-tree restricted-tcn，开启 TCN（Topology Change Notification，拓扑更改通知）保护机制，
启用该功能后，指定端口的拓扑变化通知受限，防止 TCN 报文攻击。
no spanning-tree restricted-tcn，关闭 TCN 保护机制。
缺省情况下，TCN 保护机制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8 的 TCN 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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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 (config-if) # spanning-tree restricted-tcn
//开启聚合端口的 TCN 保护机制
switch (config-stp-aggr)# spanning-tree restricted-tcn

7.7.14 show spanning-tree
命令描述
show spanning-tree [ summary | active |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 | { detailed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_1> ] ) ] } | { mst [ configuration | { <instance>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_2> ] ) ] } ] } ]，查看 STP 相关配置。

参数
参数

说明

port_type

端口类型

v_port_type_list

端口号

instance

取值范围 0～7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 STP 配置状态
SWITCH # show spanning-tree

7.7.15 STP 配置示例
组网需求
如图 7-1 所示，三台设备 SW1（192.168.1.1）
、SW2（192.168.1.2）和 SW3（192.168.1.3）组成 STP
环，SW1 选举为根网桥。
当阻塞端口所在链路以外的其他链路出现故障时，STP 能实现较快速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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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STP 组网

配置实例
SW1：
SWITCH# 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 spanning-tree mode stp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spanning-tree
SWITCH(config-if)#exit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if)# spanning-tree
SWITCH(config-if)#exit
SWITCH(config)# spanning-tree mst 0 priority 0
SW2：
SWITCH# 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 spanning-tree mode stp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spanning-tree
SWITCH(config-if)#exit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if)# spanning-tree
SWITCH(config-if)#exit
SWITCH(config)# spanning-tree mst 0 priority 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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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3：
SWITCH# 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 spanning-tree mode stp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spanning-tree
SWITCH(config-if)#exit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if)# spanning-tree
SWITCH(config-if)#exit
SWITCH(config)# spanning-tree mst 0 priority 8192

结果验证
PC1（192.168.1.20） ping PC2（192.168.1.10）正常通信。

手动切断 SW1 上 G1 端口：切换时造成短时间的不可通信，一段时间过后（约 30s～45s）通信恢
复正常。

7.8 环路保护
环路保护配置命令有：
loop-protect
loop-protect tx-mode
loop-protect shutdown-time
loop-protect transmi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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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loop-protect interface
show loop-protect

7.8.1 功能介绍
环路保护功能功能方面类似 STP，但环路保护没有 IEEE 标准，属于私有协议，配置使用简单，
对于简单的环网拓扑和普通网络业务，在线路备份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

7.8.2 loop-protect
命令描述
loop-protect，开启全局或端口下的环路保护功能。
no loop-protect，关闭全局或端口下的环路保护功能。
缺省情况下，全局或端口下的环路保护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接口模式

示例
//使能全局环路保护功能
SWITCH# 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 loop-protect
//使能端口下的环路保护功能
SWITCH# 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loop-protect

7.8.3 loop-protect tx-mode
命令描述
loop-protect tx-mode，开启端口主检测模式。
no loop-protect tx-mode，关闭端口主检测模式。
缺省情况下，端口主检测模式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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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开启端口 1 的主检测模式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loop-protect tx-mode

7.8.4 loop-protect shutdown-time
命令描述
loop-protect shutdown-time <t>，设置环路保护功能下，端口关闭的时间。
缺省情况下，环路保护功能下，端口关闭的时间为 180 秒。

参数
t，环路保护功能下，端口关闭的时间。取值范围 0 秒～604800 秒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设置环路保护功能下，端口关闭的时间为 6 秒
SWITCH(config)#loop-protect shutdown-time 6

7.8.5 loop-protect transmit-time
命令描述
loop-protect transmit-time <t>，设置环路检测的间隔时间。
缺省情况下，环路检测的间隔时间为 5 秒。

参数
t，环路检测的间隔时间，取值范围 1 秒～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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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设置环路检测时间为每 6 秒检测一次
SWITCH(config)#loop-protect transmit-time 6

7.8.6 show loop-protect interface
命令描述
show loop-protect [ interface ( <port_type> [ <plist> ] ) ]，查看端口的环路保护状态。

参数
参数

说明

port_type

端口类型

plist

端口号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端口 1 的环路保护状态
SWITCH# show loop-protec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7.8.7 show loop-protect
命令描述
show loop-protect，查看全局环路保护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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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查看全局环路保护状态
SWITCH# show loop-protect

7.8.8 环路保护示例
组网需求
如图 7-2 所示，三台设备组成环（SW3 为非管理型交换机）
，PC1 与 PC2 正常访问。
当阻塞端口所在链路以外的其他链路出现故障时，环路保护能实现快速切换。
图7-2 环路保护组网

配置实例
SW1：
//开启全局环路保护，以及配置检测间隔时间
SWITCH#configure terminal
SWITCH(config)# loop-protect
SWITCH(config)# loop-protect transmit-time 6
//开启 G1 端口环路保护以及主检测模式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loop-protect
SWITCH(config-if)# loop-protect tx-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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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config-if)#exit
//开启 G2 端口环路保护以及主检测模式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SWITCH(config-if)# loop-protect
SWITCH(config-if)# loop-protect tx-mode
SW2：
与 SW1 相同，此处省略，不再赘述。

结果验证
PC1（192.168.222.107）ping PC2（192.168.222.94）

手动切断阻塞端口所在链路外的链路时造成短时间通信中断，6s 左右通信恢复。




参与组环的端口上需至少有一个开启主检测模式。
组环成功后阻塞端口存在于开启了环路保护功能的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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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网络管理命令

8.1 SSH 配置
SSH 配置命令有：
ip ssh

8.1.1 功能介绍
SSH（Secure Shell，安全外壳协议）由 IETF 的网络工作小组（Network Working Group）所制定。
SSH 为建立在应用层和传输层基础上的安全协议。SSH 是目前较可靠，专为远程登录会话和其他
网络服务提供安全性的协议。利用 SSH 协议可以有效防止远程管理过程中的信息泄露问题。

8.1.2 ip ssh
命令描述
ip ssh，开启 SSH 功能。
no ip ssh，关闭 SSH 功能，此时将无法使用 SSH 方式管理交换机。
缺省情况下，SSH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开启 SSH 功能
SWITCH(config)# ip ssh

8.2 HTTPS 配置
HTTPS 配置命令有：
ip http secure-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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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http secure-redirect
ip http secure-certificate

8.2.1 功能介绍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定义了浏览器（即万维网客户进程）怎样
向万维网服务器请求万维网文档，以及服务器怎样把文档传送给浏览器。从层次的角度看，HTTP
是面向（transaction-oriented）应用层协议，它是万维网上能够可靠地交换文件（包括文本、声音、
图像等各种多媒体文件）的重要基础。
HTTPS（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over Secure Socket Layer，超文本传输协议的安全版本）是以
安全为目标的 HTTP 通道，HTTP 下加入 SSL 层/TLS 层，HTTPS 的安全基础是 SSL/TLS，因此
加密的详细内容就需要 SSL/TLS。它是一个 URI scheme（抽象标识符体系）
，句法类同 http:体系。
用于安全的 HTTP 数据传输。这个系统内置于浏览器 Netscape Navigator 中，提供了身份验证与
加密通讯方法。现在它被广泛用于万维网上安全敏感的通讯，例如用于保护账户安全、保护用户
信息。

8.2.2 ip http secure-server
命令描述
ip http secure-server，启动交换机 HTTPS 服务。
no ip http secure-server，关闭交换机 HTTPS 服务，此时将无法使用 HTTPS 方式管理交换机。
缺省情况下，交换机 HTTPS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启动交换机 HTTPS 服务
SWITCH(config)# ip http secure-server

8.2.3 ip http secure-redirect
命令描述
ip http secure-redirect，配置交换机自动重定向到 HTTPS 服务。
no ip http secure-redirect，关闭配置交换机自动重定向到 HTTP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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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省情况下，交换机自动重定向到 HTTPS 服务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启动交换机 HTTPS 自动重定向服务
SWITCH(config)# ip http secure-redirect

8.2.4 ip http secure-certificate
命令描述
ip http secure-certificate { upload <url_file> [ pass-phrase <pass_phrase> ] | delete | generate }，配置安
全证书。

参数
参数

说明

url_file

需要上传证书文件的 url 地址

pass_phrase

证书启动时输入的密码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生成安全证书
SWITCH(config)# ip http secure-certificate generate

8.3 LLDP 配置
LLDP 配置命令有：
lldp
lldp holdtime
lldp transmission-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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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dp timer
lldp reinit
show lldp neighbors

8.3.1 功能介绍
LLDP 是一种标准的链路层发现方式，可以将本端设备的的主要能力、管理地址、设备标识、接
口标识等信息组织成不同的 TLV（Type Length Value，类型长度值）
，并封装在 LLDPDU（Link Layer
Discovery Protocol Data Unit，链路层发现协议数据单元）中发布给与自己直连的邻居，邻居收到
这些信息后将其以标准 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管理信息库）的形式保存起来，以
供网络管理系统查询及判断链路的通信状况。

8.3.2 lldp
命令描述
lldp receive，配置端口 LLDP 帧接收模式。
lldp transmit，配置端口 LLDP 帧发送模式。
no lldp receive，关闭端口 LLDP 帧接收模式。
no lldp transmit，关闭端口 LLDP 帧发送模式。
缺省情况下，端口 LLDP 帧接收和发送模式均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端口 LLDP 帧接收模式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config-if)# lldp receive
//配置端口 LLDP 帧发送模式
SWITCH(config-if)# lldp transmit
//关闭端口 LLDP 帧接收模式
SWITCH(config-if)# no lldp receive
//关闭端口 LLDP 帧发送模式
SWITCH(config-if)# no lldp trans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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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lldp holdtime
命令描述
lldp holdtime <val>，配置 LLDP 发送 holdtime 时间值。
no lldp holdtime，恢复 LLDP 发送 holdtime 时间默认值。
缺省情况下，LLDP 发送 holdtime 时间值为 4 秒。

参数
val，取值范围 2 秒～10 秒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 LLDP 发送 holdtime 时间值
SWITCH(config)# lldp holdtime 3
//恢复 LLDP 发送 holdtime 时间默认值
SWITCH(config)# no lldp holdtime

8.3.4 lldp transmission-delay
命令描述
lldp transmission-delay <val>，配置 LLDP 帧传输延时。
no lldp transmission-delay，取消配置 LLDP 帧传输延时。
缺省情况下，LLDP 帧传输延时为 2 秒。

参数
val，取值范围 1 秒～8192 秒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 LLDP 帧传输延时
SWITCH(config)# lldp transmission-del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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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配置 LLDP 帧传输延时
SWITCH(config)# no lldp transmission-delay

8.3.5 lldp timer
命令描述
lldp timer <val>，配置 LLDP 的发送报文 TTL 值。
no lldp timer，恢复 LLDP 的发送报文 TTL 默认值。
缺省情况下，LLDP 的发送报文 TTL 值为 30 秒。

参数
val，取值范围 5 秒～32768 秒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 LLDP 的发送报文 TTL 值
SWITCH(config)# lldp timer 20

8.3.6 lldp reinit
命令描述
lldp reinit <val>，配置 LLDP 连续报文发送的延迟时间。
no lldp reinit，恢复 LLDP 连续报文发送的默认延迟时间。
缺省情况下，LLDP 连续报文发送的延迟时间为 2 秒。

参数
val，取值范围 1 秒～10 秒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 LLDP 连续报文发送的延迟时间
SWITCH(config)# lldp rein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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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7 show lldp neighbors
命令描述
show lldp neighbors，显示邻居简要信息。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显示邻居简要信息
SWITCH# show lldp neighbors

8.4 802.1x 配置
802.1x 配置命令有：
dot1x system-auth-control
radius-server host
dot1x port-control
dot1x re-authentication
dot1x authentication timer re-authenticate
show dot1x statistics
开启了 STP 的端口，再配置 802.1x 认证时需是强制认证通过模式。

8.4.1 功能介绍
802.1x 协议是 IEEE802 LAN/WAN 委员会为了解决无线局域网网络安全问题提出的。后来该协议
作为局域网端口的一个普通接入控制机制应用于以太网中，主要用于解决以太网内认证和安全方
面的问题，在局域网接入设备的端口这一级对所接入的设备进行认证和控制。
本交换机可以作为一个认证系统来对网络中的计算机进行认证。连接在端口上的用户设备如果能
通过交换机认证，就可以访问局域网中的资源；如果不能通过交换机认证，则无法访问局域网中
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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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dot1x system-auth-control
命令描述
dot1x system-auth-control，全局开启 802.1x NAS 功能。
no dot1x system-auth-contro，全局关闭 802.1x NAS 功能。
缺省情况下，802.1x NAS 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全局开启 802.1x NAS
SWITCH(config)# dot1x system-auth-control
//全局关闭 802.1x NAS
SWITCH(config)# no dot1x system-auth-control

8.4.3 radius-server host
命令描述
radius-server host <host_name> [ auth-port <auth_port> ] [ acct-port <acct_port> ] [ key
{ [ unencrypted ] <unencrypted_key> | encrypted <encrypted_key> } ]，配置 RADIUS 服务器的主机
名或者 IP 地址、指定认证和记录的目的端口号、交换机和 RADIUS 服务器之间的共享密钥。
缺省情况下，认证端口号和记录端口号分别为 1812 和 1813。

参数
参数

说明

host_name

主机名或者 IP 地址

auth_port

认证端口号，取值范围 0～65535

acct_port

记录端口号，取值范围 0～65535

unencrypted_key

密码不加密

encrypted_key

密码加密

命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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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 RADIUS 服务器信息
SWITCH(config)#radius-server host 192.168.1.100 acct-port 0 key 123

8.4.4 dot1x port-control
命令描述
dot1x port-control { force-authorized | force-unauthorized | auto | single | multi | mac-based }，配置端口
认证方式。
no dot1x port-control，端口认证方式恢复默认。
缺省情况下，端口认证方式为 force-authorized，即强制授权。

参数
参数

说明

force-authorized

端口认证方式为强制授权

force-unauthorized

端口认证方式为强制非授权

auto

端口认证方式为基于端口的 802.1x

single

端口认证方式为单个主机模式

multi

端口认证方式为多个主机模式

mac-based

端口认证方式为基于 MAC 的 802.1x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端口认证方式为强制非授权
SWITCH(config)#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8
SWITCH(config-if)# dot1x port-control force-unauthorized

8.4.5 dot1x re-authentication
命令描述
dot1x re-authentication，全局开启端口重认证功能。
no dot1x re-authentication，全局关闭端口重认证功能。
缺省情况下，端口重认证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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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全局开启端口重认证功能
SWITCH(config)# dot1x re-authentication
//全局关闭端口重认证功能
SWITCH(config)# no dot1x re-authentication

8.4.6 dot1x authentication timer re-authenticate
命令描述
dot1x authentication timer re-authenticate <v_1_to_3600>，全局配置端口重认证周期。
no dot1x authentication timer re-authenticate，端口重认证周期恢复默认。
缺省情况下，端口重认证周期为 3600 秒。

参数
v_1_to_3600，取值范围 1 秒～3600 秒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全局配置端口重认证周期
SWITCH(config)# dot1x authentication timer re-authenticate 1000
//端口重认证周期恢复默认
SWITCH(config)# no dot1x authentication timer re-authenticate

8.4.7 show dot1x statistics
命令描述
show dot1x statistics { eapol | radius | all } [ interface ( <port_type> [ <v_port_type_list> ] ) ]，查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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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认证统计。

参数
参数

说明

all

查看所有端口认证统计

eapol

查看请求认证统计

radius

查看服务器认证统计

port_type

端口类型

v_port_type_list

端口号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查看所有端口认证统计
SWITCH# show dot1x statistics all

8.4.8 802.1x 配置示例
组网需求
如图 8-1 所示，接入 G1 端口的设备需认证通过后方可访问网络。
图8-1 802.1x 配置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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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实例
//开启全局 802.1x 认证
SWITCH(config)# dot1x system-auth-control
//添加 RADIUS 服务器 IP，设置共享密钥
SWITCH(config)#radius-server host 192.168.1.100 acct-port 0 key 123
//开启端口 G1 基于 802.1x 自动认证
开启端口下的 802.1x 认证时，请先关闭该端口下 STP 协议。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dot1x port-control auto
//配置 RADIUS 服务器端，为认证客户端添加认证账号，设置 NAS 密钥与交换机 key 值一致
略

8.5 SNMP 配置
SNMP 配置命令有：
snmp-server
snmp-server trap
snmp-server community
snmp-server host
host

8.5.1 功能介绍
SNMP（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简单网络管理协议）由一组网络管理的标准组成，
包含一个应用层协议（Application Layer Protocol）
、数据库模型（Database Schema）和一组资料
物件。该协议能够支持网络管理系统，用以监测连接到网络上的设备是否有任何引起管理上关注
的情况。该协议是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互联网工程工作小组）定义的 internet
协议簇的一部分。

8.5.2 snmp-server
命令描述
snmp-server，开启 SNMP 功能。
no snmp-server，禁用 SNMP 功能。
缺省情况下，SNMP 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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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启动交换机 SNMP 功能
SWITCH(config)# snmp-server

8.5.3 snmp-server trap
命令描述
snmp-server trap <source_name>，添加 Trap 通知的源事件。
no snmp-server trap <source_name>，删除 Trap 通知的源事件。

参数
参数

说明
功能名称，包括以下可选：

alarmTrapStatus

authenticationFailure





source_name











coldStart
entConfigChange
fallingAlarm
ipTrapInterfacesLink
linkDown
linkUp
lldpRemTablesChange
newRoot
psecTrap
risingAlarm
topologyChange
warmStart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添加 linkUp 事件
SWITCH(config)# snmp-server trap lin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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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snmp-server community
命令描述
snmp-server community，配置认证名和权限。

参数
ro：只读
rw：读写

缺省
public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版本为 v2c，认证名为 123，权限为只读
SWITCH(config)# snmp-server community v2c 123 ro

8.5.5 snmp-server host
命令描述
snmp-server host <conf_name>，配置 Trap 目的地址的主机名。

参数
conf_name，主机名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主机名为 1111
SWITCH(config)# snmp-server host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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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host
命令描述
hostname <hostname>，配置主机名。
host <v_ipv4_ucast>，配置 Trap 的目的地址的 IP。

参数
参数

说明

hostname

主机名

v_ipv4_ucast

主机地址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主机名为 1111
SWITCH(config)#snmp-server host 1111
//配置主机地址
SWITCH(config-snmps-host)# host 192.168.111.111

8.5.7 SNMP 配置示例
组网需求
如图 8-2 所示，交换机开启 SNMP，PC1 上安装 MIB Browser，用于获取交换机节点信息。
图8-2 SNMP 配置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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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实例
SW1：
//配置 SNMP 读写团体
SWITCH(config)#snmp-server
SWITCH(config)#snmp-server community v2c 123 ro
SWITCH(config)#snmp-server community v2c 123 rw
//配置 SNMP Trap 信息
SWITCH(config)# snmp-server host aa
SWITCH(config-snmps-host)# no shutdown
SWITCH(config-snmps-host)# host 192.168.222.107
PC1：
步骤1

PC 上打开 MIB Browser，并添加交换机 IP 与对应团体名称，如图 8-3 所示。
图8-3 添加交换机 IP 与对应团体名称

步骤2

右键单击 iso.org.dod.internet，单击“work”
。
在信息显示页面显示相关信息，如图 8-4 所示。
图8-4 信息显示页面

步骤3

选择“Tools > Trap Receive”
，可查看上传的 Trap 信息，如图 8-5 所示。
图8-5 查看上传的 Trap 信息

8.6 RMON 配置
RMON 的 CLI 配置命令有：
rmon event
rmon collecti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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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on alarm
rmon collection stats

8.6.1 功能介绍
RMON（Rmote Network Monitoring，远程网络监控）是一个标准监控规范，它可以使各种网络监
控器和控制台系统之间交换网络监控数据。RMON 为网络管理员选择符合特殊网络需求的控制台
和网络监控探测器提供了更多的自由。RMON 首先实现了对异构环境进行一致的远程管理，它为
通过端口远程监视网段提供了解决方案。主要实现对一个网段乃至整个网络的数据流量的监视功
能，目前已成为成功的网络管理标准之一。
RMON 标准使 SNMP 更有效、更积极主动地监测远程设备，网络管理员可以更快地跟踪网络、
网段或设备出现的故障。RMON MIB 的实现可以记录某些网络事件，可以记录网络性能数据和故
障历史，可以在任何时候访问故障历史数据以有利于进行有效地故障诊断。使用这种方法减少了
管理工作站同代理（Agent）间的数据流量，使简单而有力地管理大型网络成为可能。
使用 RMON 功能，当需要上报服务器时，需要同时开启 SNMP 功能。

8.6.2 rmon event
命令描述
rmon event <id> [ log ] [ trap [ <community> ] ] { [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 }，提供关于 RMON 代
理所产生的所有事件的表。

参数
参数

说明

id

事件条目 ID

log

当事件产生时，生成 RMON 日志

trap

当事件产生时，生成 RMON Trap

community

当事件产生时使用的共同体

description

指定事件的描述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设置事件编号为 111，描述为 111
SWITCH(config)# rmon event 111 description 111
//设置事件类型为 trap，团体名为 public
SWITCH(config)#rmon event 111 trap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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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rmon collection history
命令描述
rmon collection history <id> [ buckets <buckets> ] [ interval <interval> ]，定期收集统计网络值的记录，
并为了后续的处理把统计存储起来。

参数
参数

说明

id

历史条目 ID

buckets

请求间隔。默认为 50buckets

interval

间隙。默认为 1800 秒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配置编号为 33 的条目，间隙为 200 秒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rmon collection history 33 interval 200

8.6.4 rmon alarm
命令描述
rmon alarm <id> { ifInOctets | ifInUcastPkts | ifInNUcastPkts | ifInDiscards | ifInErrors |
ifInUnknownProtos | ifOutOctets | ifOutUcastPkts | ifOutNUcastPkts | ifOutDiscards | ifOutErrors }
<ifIndex> rising-threshold <rising_threshold> falling-threshold <falling_threshold> { [ rising | falling |
both ] }，定期对指定的报警变量进行监视，一旦计数器超过阀值则触发报警。

参数
参数

说明

id

报警条目 ID

ifInOctets

端口输入的字节数

ifInUcastpkts

通过上层协议传递到子网的单播报文数

ifInNucastpkts

传递给上层协议的非单播报文数

ifInDiscards

被丢弃的输入报文数，并且这些报文不会被传递给上层
网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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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ifInErrors

流入的错误报文数，由于错误使得这些报文不会被传递
给上层网络协议

ifInUnknownProtos

由于未知或不支持的网络协议而丢弃的输入报文的数量

ifOutOctets

端口输出的字节数

ifOutUcastpkts

上层协议（如 IP）需要发送给一个网络单播地址的报文
数，该数量包括丢弃的或未发送的报文数

ifOutNucastpkts

上层协议（如 IP）需要发送给一个非单播地址的报文数，
该数量包括丢弃的或因为某种原因未发送的报文数

ifOutDiscards

由于某种与特定错误条件无关的原因，而不能发送的报
文数。例如，可能由于报文 TTL 超时导致

ifOutErrors

由于错误而不能发送的报文数量

ifIndex

桥接端口对应的端口

rising_threshold

阈值上限

falling_threshold

阈值下限

rising

当第一个值大于阈值上限时，触发报警

falling

当第一个值小于阈值下限时，触发报警

both

当第一个值小于阈值下限或者当第一个值大于阈值上限
时，触发报警

命令模式
全局模式

示例
//配置编号为 12 的条目
SWITCH(config)#rmon alarm 12 ifoutErrors 1 1 delta rising-threshold 10 10 falling-threshold 1 1 both

8.6.5 rmon collection stats
命令描述
rmon collection stats <id>，统计被监控的以太网接口的基本统计信息。

参数
id，取值范围 1～65535

命令模式
接口模式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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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1 下编号为 22 的统计条目
SWITCH(config)#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SWITCH(config-if)# rmon collection stat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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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系统维护命令

9.1 设备重启
9.1.1 功能介绍
此模块可以重启设备。

9.1.2 reload cold
命令描述
reload cold，重启设备。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保存配置后，重启设备
SWITCH#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SWITCH# reload cold

9.2 恢复出厂配置
9.2.1 功能介绍
此模块用于对交换机恢复出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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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reload defaults
命令描述
reload defaults [ keep-ip ]，对交换机进行恢复出厂操作，使用该命令后，设备会自动重启，重启后
恢复成功。

参数
keep-ip，恢复出厂设置时，保持设备管理 IP 地址不变。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恢复出厂配置，设备自动重启后生效
SWITCH# reload defaults

9.3 配置保存
9.3.1 功能介绍
此模块用于保存配置。

9.3.2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命令描述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用于保存配置。

参数
无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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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配置
SWITCH#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9.4 ping 测试
9.4.1 功能介绍
用于检查网络是否连通。

9.4.2 ping ip
命令描述
ping ip <v_ip_addr>，测试交换机与主机的可到达性。

参数
参数

说明

v_ip_addr

IP 地址，地址格式 X.X.X.X

命令模式
特权模式

示例
//测试交换机与主机的可到达性
SWITCH# ping ip 192.168.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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