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10 月 5 日 香港考场 CCIE LAB 战报分享： 

Q1: 

SW2 的 vlan 12 没有。vlan100 的 ip 是错的。 

SW1 的 ospf 没有 net vlan200。 

Q2 

R17 上面有个 no ppp authentication chap callout，就出现 S4/0 的 IP。出现象。 

Q3 

R1 连接 R2，OSPF 网络类型是点对点，全部使用默认的 broadcast，不需要修改就能出

现象。还有 max-metric router-lsa，passive，ip ospf cost 1， area 1 range 

134.56.78.0 255.255.255.0（具体的那台忘记了，请原谅） 

Q4 

在 R13 上面有 no145 网段的 ACL,我的做法就是直接前面加个 3 permit 145 的就出现了。 

R12 和 R13 的 bandwidth 和 delay 要 no 掉。还有 passive-interface 什么的。 

特别注意，我自己看战报的别人说路由是几十万，那是因为考生没有刷 K 值。刷完 K 值，

就和练习时候的一模一样。今天我也遇到了，抱着试试的情况，结果就是正常了。 

Q5 

R12：MAX 没有。 

R4:没有 R5 的邻居(本人的第五点很简单，我就改了这两个就去测试，结果出现象。) 

Q6 

考场预配：R22 和 R25 使用 IPv6 地址建立邻居关系，R22 没对 R25 active 邻居。 

        R22 接口下有应用 IPv6 ACL,过滤了 IPv6 的流量。 

 



 

ipv6 access-list noIPV6  

 deny tcp any any 

 permit ipv6 any any 

解法 

如果考场要求不能修改 IPv6 ACL,则激活 IPv4 地址的邻居，调用 route-map 

如果考场没有要求不能修改 IPv6 ACL,则激活 IPv6 地址的邻居，修改 IPv6 的 acl，允许

TCP 流量通过 

一定要注意看考场是否有要求不能修改 IPv6 ACL 

Q7 

R15 加上 ip nhrp red 

R17 正常 

R18 和 R19 是这几个点有问题： 

IP NHRP MAP MUL X.X.X.X X.X.X.X 

ip nhrp nhs  

ip nhrp map  

ip nhrp sho 加上去就行了。 

Q8 

R5 还是 R6 上面的 VRF 没有进入的。还有 R3 的 Hub 的那个 VRF 没有标签，加上测试就

有 101，201 的网段。 

R9 上面没有下发默认路由。 

R3 根 R5 的的 VPNV4 的邻居没建立。 

R8 上面.123 的端口没加 ip nat inside。 



 

R4，R6 的 e2/0 的端口加 ip os co 1000。 

Q9 

R7 的端口没有加 tunnel source 

在 R24 和 R7 上面 show run | se cry 配置，之后对比。不一样的改下就出现象了。 

Q10 

由于 NAS 获取的是 R23 上面的第一个 dhcp pool 的 IP 地址，是 192.168.1.3，我先 shut 

dowm 了 NAS 的 e0/0 

在改下 R23 中有一个 dhcp pool 名字带有 NAS 的 mac，使之对应 NAS 的 mac。R23

的 ip name-server，ip domain lo。 

 

DIAG 新的。 

 

 

CFG 是新的。特别提醒：R17.R18.R19 的没封装，没有 tunnel source。也许是本人不扎

实的情况。找了很久没出现。。到后面突然看到就加了。tunnel 口的协议就 up 了。其他

没什么问题。（先发一发战报，攒攒人品） 



 

“0 元”参加 SPOTO（思博）“CCIE RS LAB 冲刺临门一脚班”  

1、 高达 15 套 TS 错点集全数呈现  

获得思博 CCIE 总教练考前版本测试（如 TS 排错思路、从 2014 年 6.4 至今考过的错点，

在考场容易碰到的 BUG 及如何解决等内容）。  

2、 考场攻略全揭秘  

考场碰到 BUG 怎么破？  

考场碰到考官 Trouble 怎么破？  

考场 8 小时考试流程？  

获得考前应知应会考试攻略指导（考试流程、考试时间分配、考场被 TR 如何解决等内容）。  

3、 考前模拟，实战演练  

获得考前加错模拟考试服务 3 次。  

4、 最新最全的考试战报分享  

获得思博 CCIE 俱乐部最新考试战报分享。  

5、 迷你的实惠  

 “0 元”：如果考试没过，凭证申请退款，退款时间为申请审批通过后 1 个月内打款。  

有意向的伙伴请加 QQ 群【463904693】，群里有往期的战

报内容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