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9 月 30 日 香港考场 CCIE LAB 战报分享： 

TS 

TS 的宣告基本都是用主类宣告 

Q1  SW2 e0/0 接口 switch allowed vlan add 12 

Q2 R17 修改下 username 

Q3 R22 passive-interface 和 R5 相连的接口  记得 R1-R2 的相连默认用点到点，不要

改，改了的话，邻居会保持一会，但是隔一会就会显示 ldp 邻居 down，事实上 ldp 正常 

Q4 1 台设备设置了 K 值 5 个 1 ，其他三台刷一下（基本都是用主类宣告的） 

   R12  offset-list 1 out 1000 记得没有接口 

   补充这一条 access-list 1 deny 145.14.14.14 

   access-list 1 permit any 

Q5 3 条 traceroute 正常，134 这一条在这个 R6 上修改 med 值 

Q6 题目要求不允许 ipv6 tcp 在 R22 R25 传递，事实上已经用 ipv4 建立好了 

   下一跳也正常（没仔细看），R25 宣告下下联 pC 网段，就可以通信了。 

Q7 R14 的 s4/0 接口阻塞了 esp（或者 R18） R19 ip nhrp nhs 

   题目只是要求 3 个效果图，PC109 只需要 tracer 一个域名 

Q8 R7 全局下发默认路由 default-information origna 

    R8 0.124 没有 ip nat inside （又是主类宣告，所以在 R7 R8 看不到 6 条，只有 1

条主类） 

    R4/R6 int E2/0 ip ospf cost 1000 

Q9 R7 crypto key 0 address 0.0.0.0 

Q10 我记得配置了一个 ip dns server 或者就是直接正常 



 

版本我自 tr 点 

1.R19 network 10.2.19.0 0.0.0.0  

效果图给出 R12tracer 10.2.19.1 SO E0/0 

我马上测试 tracer 10.2.18.1 SO E0/0 正常 

马上定位 R19，就找到了宣告问题。其实开始我测试出来了 

测试 DMVPN 下一跳优化的问题  R18 tracer 10.2.19.1 so e0/0 

2.R7 把网段过滤到 RED vrf 去了，R14 去 tracer 都不通， 

  马上通过路由表查看，锁定 R7，解决 

版本和 diag 都是新的，生成树是 MST 

diag： 

拖图题变化好大，我做了 25 分钟，还是搞不定，就交卷了。 

SW3 show spann  

SW3 show vtp password 

R16  

R16 increase e0/0 掩码程度 

stric-pre-destination 

 

 

版本： 

1.有这个日志提醒 

2.R20 的 E1/0 没有配置 IP 

3. R6 R7 vpnv4 邻居建立好了 



 

4. R2 一切正常 

5. 组播后面要求把 SW5 的无用接口划分到 VLAN 5 

6 DMVPN 预配没有 no ip redirec tunnel mode gre multi 

7.45678 eigrp 认证要求 strongest 和防止源 mac 地址..，我用 hmac 解决 

8.R16 的 vrf 没有关联接口 

9.R20配置部分bgp的配置，单单和R2 R3建立邻居，router-id 和no bgp default ipv4 

没有建立 

10.R10 有一条 61.61.61.61/32 走 AS20001，记得要详细查看路由表 

   因为考试路由表数目很大，和平时不一样，位置也不同，记得要看仔细 

 

考场有 2 个大屏幕，putty 永远置顶，win+r 开不了这个 notepad 

点这个开始按钮，里面可以找得到。 

记得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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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