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2 月 4 日 北京考场 CCIE LAB 战报分享： 

诊断为旧版本 

1：SW3 的连接 HOST1 的端口 down 

  a.选 SW3  show ip interface brief 

  b.Host1  what the mac address of eth0/0 

2:R16 的 eth0/0 掩码正确，R15 有重分布直连 

 a.选中 R15  

 b.exclud the prefix of eth0/0 into eigrp 

3:这个题也没有细心读题，直接看答案选的 

a.r1 looks up its rib and select int e2/0 as the egress interface 

  r1 translates the source ip address to its interface loo 11 

  r1 transmit the packet via int eth 2/0 

  packee are received be r3 and are forwarded to the destionation 

  the destination replies with an icmp echo reply 

  the echo reply is rourted via r2 

  r2 transmit the echo reply to r1 

  unicast rpf on r1 drops the echo reply 

b.asymmetric routing with unicast RPF 

 

TS 

1：SW1 和 SW2 缺少 VLAN12 

2：no 掉 ppp authentication chap callout 



 

3：四台设备都没有 K 值全部刷一遍 0 1 1 1 1 1 

   R12 有 delay 100，删掉 

4：R21 上有一个接口有 cost 值，删掉 

5：R12 上无 maximum-paths 2  

   现象都对，但在 R12 原因上只有一条正确的到 123.3.3.3 的路由，这个没有找到另一条

没出来的 

6：R22IPV6 的 NEXT-HOP 下一跳地址不对 

7： R17 上无 ip nhrp redirect 

    R17/R18/R19 无 tunnel mode gre multipoint 

    R18/R19 上无 ip nhrp map multicast 145.67.89.10 

                ip nhrp map 215.0.0.1 145.67 

                ip nhrp nhs 215.0.0.1  

                ip nhrp shortcut 

8: 

  R3： 

    a.ip vrf BancoBank_ToHub   

     rd 65100:3    --------------这边要注意 rd 是 65100:3（其他四台的 rd 都是对应

的单数） 

     缺少 route-target import 65100:101 

     缺少 route-target import 65100:102 

    b.有条去往 R1 的静态加 255 

    c.bgp 下未通告 125 的网段 



 

  R4/R6: interface eth2/0 下加 ip ospf cost 1000 

  R8：没有去往 125 网段的静态默认路由 

 

9： 

 R7：下 crypto isakmp policy 10 和对比 R24 无 group 2 

10： 

 NAS 未获得地址，将 NAS 的 eth0/0 的 mac 地址改为 R23 地址池绑定的那个 

 

CFG: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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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