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1 月 10 日 北京考场 CCIE LAB 战报分享： 

8 点就去了，门卫一直不然进，给思科打电话，没人接；门卫就说思科的还在睡觉，等到差

不多 8 点 20 给思科的紧急联络人电话才放行，到了 7 楼没人， 

等了 10 分钟左右，派一个（3 个人，2 个 RS 一个 DC）上 11 看看情况，结果前台在，就

都上去了，讲了下注意事项，再让我们看了常见问题解决的册子， 

差不多 8 点 50 正式开始，考官说是 5 点结束 

Q1：SW2 vlan 100 ip 不对，原 172.16.100.100 改为 172.16.100.1 

Q2：R12 s4/0 peer ip add dhcp 改为 peer ip dhcp-pool xxxx 

Q3:R3 上面有汇总，no 掉 

Q4：出现 1703，所有的都需要刷 K 值，R14 对 e0/0 口（R12）做了分发列表，no 掉 ip 

pre xxx se 5 145.14.14.14/32 

Q5:R21 上 ip pre 194 不对，改正确，route-map LP 对 PEER 的方向不对，从 in 改为

out 

Q6:R22 上没有做 next-hop，写个 route-map,调用就好 

Q7:R18 上面没有 ip nh map mul 145.67.89.10,R15 上面没有 ip nh red 

R19 上面没有 ip nh short,R 18 上面 e0/0 eigrp 没有宣告 

Q8:R7/R8 上面的 默认路由指向 124 网段，R8 e0/0.123 没有 ip nat in 

R3/R4 的 vrf import 不全，R5/R6 的 vrf import 为 65100：101 改为 65100:100，

SW9ospf 没有 default-or，R1-R2 直接是 P2P 没有问题，不用改 

Q9：R23 上的 access-list 194 只宣告主类， 

改为 ip access-list ex 194 

 per ip 192.168.1.0 0.0.0.255 any 



 

tunnel 模式两遍不一致，改为一致就好 

Q10:貌似是直接出的现象 

TS 的地址跟我们做的有些不一样（AS65100 和 DMVPN 部分），ospf 和 EIGRP 的宣告

也有些不一样，不过都不是错点 

 

诊断开始有点蒙,找 top 没找到，后来看的 console 口输出发现的，不是很确定,后来找到

了， 

SW3 的 e1/0 跟 host 的 e0/0 接口相连，接口没有配置 MAC 绑定，确定为新的诊断（全

部做完后） 

因为不能确定是新的还是老的，第二题就去查看 R15/R16 的 EIGRP 和 tunnel 接口配置，

不过 EIGRP 配置有些不一样，它是大宣告，就是宣告很大一个主类网段 

类似于 200.0.0.0 0.255.255.255 这个在 TS 里面也是，要注意，TS 里面还有宣告 0.0.0.0 

255.255.255.255 a 0 的，不过没有问题， 

可能是前面 TS 太顺了，40 分钟都搞定了，还检查完了，等了能有 20 分钟吧，所以诊断有

点分神 

 

CFG H1+,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 ISP 直连的 ipv4BGP 都是配置好的，但是我是 no bgp 

def ipv4，所有的都刷了一遍，SW5 要求所有没有用到的接口都划到 vlan5，其它跟平时

做的一模一样， 

二层部分有的也是有预配的，不过我没有用它的，都是全部自己刷，NTP R10/R12 都是有

预配 ntp server xxxxx(SW Loopback 0 ipv6 地址) source Loopback 0 

CFG 做的也比较顺利，一点钟的时候就做的差不多了，因为 andy 不在（而且通过他们的



 

电话已经确定 andy 今天不来，就嚣张了吧，没有怎么忍，时间也没有怎么掐，按自己的节

奏来的） 

每一部分检查了好几遍之后，跟考官说了下就 end session 了，返回登陆界面，还慌了一

张，以为是 bug，结果考官说没问题，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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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