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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LAN可靠性
1.1 双AC备份配置命令
1.1.1 backup-ac
【命令】
backup-ac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undo backup-ac { ip | ipv6 }
【视图】
AP 模版视图/AP 组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ipv4-address：指定备份 AC 的 IPv4 地址。
ipv6-address：指定备份 AC 的 IPv6 地址。
【描述】
backup-ac 命令用来配置备份 AC 的 IP 地址。undo backup-ac 取消配置的备份 AC 的 IP 地址。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备份 AC 的 IP 地址。在没有配置备份 AC 的 IP 地址的情况下，缺省使用系
统视图下配置的备份 AC 的 IP 地址。
•

在 AP 模板视图下执行该命令，则该配置只对指定的 AP 生效。

•

在 AP 组视图下执行该命令，则该配置对 AP 组内的所有 AP 生效。

相关配置可参考命令 wlan backup-ac。
【举例】
# 配置 ap1 的备份 AC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2。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ap ap1 model WA4620i-ACN
[Sysname-wlan-ap-ap1] backup-ac ip 192.168.1.2

# 配置 AP 组名为 office 内所有成员 AP 的备份 AC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2。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ap-group office
[Sysname-ap-group-office] backup-ac ip 192.168.1.2

1.1.2 priority level
【命令】
priority level priority
undo priori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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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
AP 模板视图/AP 组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priority：AP 连接的优先级，取值范围为 0～7。取值越大，表示优先级越高。
【描述】
priority level 命令用来指定 AP 在 AC 上的连接优先级。undo priority level 命令用来恢复缺省情
况。
缺省情况下，AP 连接优先级为 4。
需要注意的是：
•

在 AP 模板视图下执行该命令，则该配置只对指定的 AP 生效。

•

在 AP 组视图下执行该命令，则该配置对 AP 组内的所有 AP 生效。

【举例】
# 配置 AP 连接优先级为 1。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ap ap3 model WA4620I-ACN
[Sysname-wlan-ap-ap3] priority level 1

# 配置 AP 组名为 office 内所有成员 AP 的连接优先级为 1。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ap-group office
[Sysname-ap-group-office] priority level 1

1.1.3 wlan backup-ac
【命令】
wlan backup-ac { ip ipv4-address | ipv6 ipv6-address }
undo wlan backup-ac { ip | ipv6 }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ip ipv4-address：指定备份 AC 的 IPv4 地址。
ipv6 ipv6-address：指定备份 AC 的 IPv6 地址。
【描述】
wlan backup-ac 命令用来配置备份 AC 的 IP 地址。undo wlan backup-ac 取消配置的备份 AC 的
IP 地址。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备份 AC 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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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 配置备份 AC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backup-ac ip 192.168.1.1

1.1.4 wlan backup-ac mode
【命令】
wlan backup-ac mode { cold | hot }
undo wlan backup-ac mode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cold：配置 AC 为冷备模式。
hot：配置 AC 为热备模式。
【描述】
wlan backup-ac mode 命令用来配置 AC 的备份模式。undo wlan backup-ac mode 命令用来恢
复缺省情况。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AC 的备份模式。

对于 WX3000 和 WX3000E 系列有线无线一体化交换机，建议用户配置 AC 的备份模式为 cold。

【举例】
# 配置 AC 的备份模式是冷备模式。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backup-ac mode cold

1.1.5 wlan backup-ac priority
【命令】
wlan backup-ac priority priority
undo wlan backup-ac priority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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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priority：表示MIB读取AC的优先级，取值范围为 0~7。MIB读取AC的优先级与priority参数的对应关
系如 表 1-1 所示。
表1-1 priority 参数描述
priority 参数取值

描述

0

表示该 AC 为备份 AC，此时 MIB 读取 AC 的优先级为 Slave

1~6

表示该 AC 为单机，此时 MIB 读取 AC 的优先级为 Null

7

表示该 AC 为主 AC，此时 MIB 读取 AC 的优先级为 Master

【描述】
wlan backup-ac priority 命令用来设置 MIB 读取 AC 的优先级。undo wlan backup-ac priority 命
令用来恢复缺省情况。
缺省情况下，MIB 读取 AC 的优先级为 Null。
【举例】
# 设置 MIB 读取 AC 的优先级为 Master。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backup-ac priority 7

1.1.6 wlan backup-ac nms-ip
【命令】
wlan backup-ac nms-ip ipv4-address
undo wlan backup-ac nms-ip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ipv4-address : 网络管理系统的 IP 地址。
【描述】
wlan backup-ac nms-ip 命令用来设置 AC 的网络管理系统的 IP 地址。undo wlan backup-ac
nms-ip 命令用来恢复 AC 的网络管理系统的 IP 地址为缺省情况。
缺省情况下，没有配置 AC 的网络管理系统的 IP 地址。
【举例】
# 设置 AC 的网络管理系统的 IP 为 192.168.0.254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backup-ac nms-ip 192.168.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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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wlan backup-ac switch-delay
wlan backup-ac switch-delay time
undo wlan backup-ac switch-delay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time：AP 从备份 AC 切换为主用 AC 的延时时间，取值范围 0~600，单位为秒。
【描述】
wlan backup-ac switch-delay 命令用于配置 AP 从备份 AC 切换为主用 AC 的延时时间，此延时
时 间 从 AP 与 主 用 AC 重 新 建 立 隧 道 并 完 成 备 份 后 才 开 始 计 时 。 undo wlan backup-ac
switch-delay 命令用于删除配置的延时时间。
缺省情况下，AP 从备份 AC 切换为主用 AC 的延时为 5 秒。
【举例】
# 配置 AP 从备份 AC 切换为主用 AC 的延时为 10 秒。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backup-ac switch-delay 10

1.1.8 wlan backup-ac source-ip
【命令】
wlan backup-ac source-ip ipv4-address1 nms-ip ipv4-address2
undo wlan backup-ac source-ip ipv4-address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ipv4-address1: 网络管理系统中的 AC 的 IP 地址。
ipv4-address2: 网络管理系统的 IP 地址。
【描述】
wlan backup-ac source-ip ipv4-address1 nms-ip ipv4-address2 命令用来设置网络管理系统的
IP 所对应的 AC 的 IP。undo wlan backup-ac source-ip 命令用来恢复缺省情况。
缺省情况下，没有设置网络管理系统的 IP 所对应的 AC 的 IP。
【举例】
# 设置网络管理系统（IP 为 192.168.1.254）所对应的 AC 的 IP 为 192.1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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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backup-ac source-ip 192.168.1.1

nms-ip 192.168.1.254

1.1.9 display hot-backup state
【命令】
display hot-backup state [ | { begin | exclude | include } regular-expression ]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使用正则表达式对显示信息进行过滤。有关正则表达式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基础配置指导”中
的“CLI”。
begin：从包含指定正则表达式的行开始显示。
exclude：只显示不包含指定正则表达式的行。
include：只显示包含指定正则表达式的行。
regular-expression：表示正则表达式，为 1～256 个字符的字符串，区分大小写。
【描述】
display hot-backup state 命令用来显示 AC 间热备份状态。

该命令的支持情况与设备的型号有关，请参见“命令参考导读”中的“命令行及参数差异情况”部
分的介绍。

【举例】
# 显示 AC 间热备份状态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display hot-backup state
********************************************************
Vlan ID

: 21

Domain ID

: 1

Link State

: Connect

Peer Board MAC

: 000f-e212-ff02

Peer Board State

: Normal

Hello Interval

: 200

表1-2 display hot-backup state 命令显示信息描述表
字段

描述

Vlan ID

热备份使用的VLAN ID

Domain ID

本AC所属备份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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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AC间链路状态

Link State

Peer Board MAC

•

Close：未连接

•

Init：连接中

•

Connect：已连接

对端AC的MAC地址
对端AC状态

Peer Board State

Hello Interval

•

Normal：对端 AC 状态正常

•

Abnormal：对端 AC 状态不正常

•

Unknow：未建立连接：

AC间连接心跳周期

1.1.10 hot-backup enable
【命令】
hot-backup enable [ domain domain-id ]*
undo hot-backup enable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domain domain-id：AC 所属备份域，domain-id 的取值范围为 1～16，默认为 1。
【描述】
hot-backup enable 命令用来使能 AC 间热备份功能。undo hot-backup enable 命令用来关闭 AC
间热备份功能。AC 可以通过手工配置方式指定所属备份域。
缺省情况下，不使能 AC 热备份功能。

该命令的支持情况与设备的型号有关，请参见“命令参考导读”中的“命令行及参数差异情况”部
分的介绍。

【举例】
# 使能 AC 间热备份功能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hot-backup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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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hot-backup hellointerval
【命令】
hot-backup hellointerval hellointerval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hellointerval：配置 AC 间连接的心跳周期，单位为毫秒，缺省为 2000 毫秒。该参数的支持情况与
设备的型号有关，请参见“命令参考导读”中的“命令行及参数差异情况”部分的介绍。
【描述】
hot-backup hellointerval 用来配置 AC 间连接的心跳周期。主、备 AC 超过 3 个心跳周期检测不
到对端发送的心跳报文，就认为对端设备异常。

•

该命令的支持情况与设备的型号有关，请参见“命令参考导读”中的“命令行及参数差异情况”
部分的介绍。

•

对于 WX5004、WX5002V2、WX3510E 和 WX3540E，建议配置 AC 间连接心跳周期为 1.2 秒
以上。

【举例】
# AC 间连接的心跳周期设置为 100 毫秒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hot-backup hellointerval 100

1.1.12 hot-backup vlan
【命令】
hot-backup vlan vlan-id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vlan vlan-id：设置 AC 间用于热备份的本端数据端口的 VLAN ID，取值范围为 1～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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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hot-backup vlan 命令用来配置 AC 间用于热备份的本端数据端口的 VLAN ID。
缺省情况下，AC 间用于热备份的本端数据端口的 VLAN ID 为 1。

该命令的支持情况与设备的型号有关，请参见“命令参考导读”中的“命令行及参数差异情况”部
分的介绍。

【举例】
# 设置 AC 间用于热备份的本端数据端口的 VLAN ID 为 5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hot-backup vlan 5

1.2 无线支持VRRP热备
1.2.1 wlan backup-ap enable
【命令】
wlan backup-ap enable
undo wlan backup-ap enable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无
【描述】
wlan backup-ap enable 命令用来开启 AP 信息备份功能。undo wlan backup-ap enable 命令用
来关闭 AP 信息备份功能。
缺省情况下，AP 信息备份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使无线支持 VRRP 热备功能正常工作，需要在完成 VRRP 配置、IACTP 隧道、
开启客户端信息备份功能后，再开启 AP 信息备份功能。

本命令的支持情况与具体的设备型号有关，请参见“命令参考导读”中的“命令行及参数差异情况”
部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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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 开启 AP 信息备份功能。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backup-ap enable

1.3 客户端信息备份配置命令
1.3.1 wlan backup-client enable
【命令】
wlan backup-client enable
undo wlan backup-client enable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无
【描述】
wlan backup-client enable 命令用来开启客户端信息备份功能。undo wlan backup-client
enable 命令用来关闭客户端信息备份功能。
缺省情况下，客户端信息备份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建议在完成双 AC 备份和 IACTP 隧道配置的情况下开启客户端信息备份功能。

本命令的支持情况与设备型号有关，请参见“命令参考导读”的“命令行及参数差异情况”部分
的介绍。

【举例】
# 开启客户端信息备份功能。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 wlan backup-client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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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上行链路检测命令
1.4.1 wlan uplink track
【命令】
wlan uplink track track-entry-number
undo wlan uplink track
【视图】
系统视图
【缺省级别】
2：系统级
【参数】
track track-entry-number：被监视的 Track 项序号，track-entry-number 取值范围为 1～1024。
【描述】
wlan uplink track 配置通过 Track 与上行链路联动，检测上行链路是否可达。undo wlan uplink
track 用来删除已有配置。
缺省情况下，没有指定与上行链路联动的 Track 项。
【举例】
# 配置通过 Track 与上行链路联动，检测上行链路是否可达。
<Sysname> system
[Sysname] wlan uplink tr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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