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命令列介面
本章涵蓋下列考試主題：
1.0 網路基礎
 1.6 根據建置需求選擇合適的纜線類型

注意：本章主要解釋在讀者查看大約近 20 個有關設定、檢驗與故障檢測與排除考
試主題之前所需的基本技能。

網路工程師為了建置乙太區域網路，會先從規劃開始著手。他們要考量需求、
建立設計、購買交換器、簽訂安裝線路的合約，並設定交換器使用正確的
功能。
CCENT 和 CCNA 路由與交換的考試著重在瞭解 LAN 的運作方式、設定不同交
換器功能、檢驗那些功能正確地運作，以及當功能運作異常時找出根本原因的
這類技能。在進行所有的設定、檢驗與故障排除任務之前，讀者需要學習的第
一項技能是學會如何存取並使用交換器的使用者介面： 命令列介面 （commandline interface，CLI）。
本章一開始介紹操作交換器 CLI 的基本方式。這些技巧包括如何運用 CLI 與如
何輸入檢驗指令來檢查 LAN 的狀態。本章還涵蓋了如何設定交換器與如何保
存設定之程序。
這一章著重在奠定大部分考試主題的基礎上，包括設定、檢驗及故障排除。接
下來的第 7 章「分析乙太區域網路交換」、第 8 章「設定基本的交換器管理」
與第 9 章「設定交換器介面」將檢視可用來檢驗與配置不同交換器功能的特定
指令。

6.1 「自我評量」測驗
本處或是 PCPT 軟體的「自我評量」測驗可協助讀者衡量自己該花多少時間在
本章上。答案就在評量的最後。詳細的答案說明內附在 DVD 光碟附錄 C 與
PCPT 軟體。

表 6-1 基本主題與測驗題對照表
基本主題

測驗題

使用 Cisco Catalyst 2960 交換器的 CLI

1-3

Cisco IOS 軟體設定

4-6

1.

2.

3.

4.

在何種模式下可輸入命令 show mac address-table，並預期看到 MAC 表項
目的回應？（請選出兩個答案）
a.

使用者模式（User mode）

b.

特權模式（Enable mode）

c.

全域設定模式（Global configuration mode）

d.

介面設定模式（Interface configuration mode）

你可以在下列哪個 CLI 模式裡輸入命令並預期交換器重新開機？
a.

使用者模式

b.

特權模式

c.

全域設定模式

d.

介面設定模式

關於 Cisco 交換器所支援的 Telnet 和 SSH 之間的差異，下列何者為真？
a.

SSH 會對登入所使用的密碼進行加密，其他資料流則不會被加密；
Telnet 則不作任何的加密

b.

SSH 對所有資料交換進行加密，包括登入的密碼；Telnet 不作任何加密

c.

Telnet 使用於 Microsoft 作業系統，而 SSH 使用於 UNIX 和 Linux 作業
系統

d.

Telnet 只對密碼交換進行加密；而 SSH 針對所有資料交換進行加密

當交換器啟動並運作時，下列哪一種交換器記憶體類型是用來儲存設定
組態？
a.

RAM

b.

ROM

c.

Flash

d.

NVRAM

e.

Bubble

128  CCENT/CCNA ICND1 100-105 專業認證手冊
5.

下面哪個設定命令可以從 RAM 將設定組態複製到 NVRAM 中？
a.
b.
c.
d.
e.
f.

6.

copy
copy
copy
copy
copy
copy

running-config tftp
tftp running-config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start-up-config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running-config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假 設 交 換 器 使 用 者 目 前 是 在 控 制 台 線 路 設 定 模 式 （ console line
configuration mode）。下列何者可使該使用者進入特權模式？（請選出兩
個答案）
a.
b.
c.
d.

使用 exit 命令一次
使用 end 命令一次
依序按下 Ctrl-Z 鍵一次
使用 quit 命令

基本主題
6.2 使用 Cisco Catalyst 交換器的 CLI
Cisco 在 路 由 器 及 多 數 Catalyst LAN 交 換 器 產 品 上 採 用 統 一 的 命 令 列 介 面
（command-line interface，CLI）。CLI 是以文字為基礎的介面，讓管理員（通常
是網路工程師）可以輸入文字命令並按下 Enter 鍵來執行任務。按下 Enter 鍵是為
了發送命令提交給交換器，告知該設備去做某件事。於是交換器會依照命令所說
的去執行，且在某些情況下，交換器也會回應一些訊息並顯示該命令的結果。
Cisco Catalyst 交換器也支援其他方式來監控與設定交換器。例如交換器提供
web 介面，讓工程師可以開啟網頁瀏覽器並連線到交換器內建的 Web 伺服器。
工程師也能透過網路管理軟體來控制與操作交換器。
本書僅介紹 Cisco Catalyst 企業級交換器，尤其是針對如何運用 Cisco CLI 監控
這類型的交換器。本章首節先帶領讀者進一步認識 Catalyst 交換器，接著解釋
網路工程師是如何取得 CLI 的存取權限，以便下達各種指令。

6.2.1 Cisco Catalyst 交換器
在 Cisco Catalyst LAN 廠牌的交換器之中，Cisco 開發出各種系列的交換器產
品。每一系列包含若干個特殊的交換器型號，這些交換器擁有相似的功能、相
似的價格和功能，以及相似的內部構造。
比方說，在本書發行期間，Cisco 交換器的 2960-X 系列是目前的交換器型號系
列。Cisco 將 2960-X 系列交換器定位在全方位、低成本的企業級機櫃型機種，
意味著在一般園區 LAN 的設計當中，2960-X 可扮演存取交換器的角色。第 10
章「分析乙太區域網路設計」將探討園區 LAN 的設計與各種交換器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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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顯示 Cisco 2960-X 交換器系列 10 種不同型號的照片。每一種交換器系列
包 含 若 干 個 型 號 與 功 能 組 合 。 例 如 ， 某 些 交 換 器 具 有 48 個 RJ-45 UTP
10/100/1000 埠 ， 意 思 是 這 些 交 換 埠 可 協 商 使 用 10BASE-T (10 Mbps) 、
100BASE-T (100 Mbps) 或 1000BASE-T (1 Gbps) 的乙太網路。

圖 6-1 Cisco 2960-X Catalyst 交換器系列

Cisco 提到交換器的實體接頭指的是 介面（interface）或 連接埠（port）, 分別以
介面類型與介面編號來表示。設定交換器命令的場合會使用到介面類型，可分
成 Ethernet、Fast Ethernet、Gigabit Ethernet，以及更快的速度等等。就支援多
種速度的乙太網路介面而言，介面的固定名稱指的是支援的最快速度。例如
10/100/1000 介面（也就是以 10 Mbps、100 Mbps，或是 1000 Mbps 速度運行的
介面）可稱之為 Gigabit Ethernet 介面，無論目前運行的速度為何。
為了替不同介面加上獨一無二的編號，某些 Catalyst 交換器採用兩位數的介面
編 號 （ x/y ） ， 其 餘 採 用 三 位 數 的 編 號 （ x/y/z ） 。 例 如 許 多 舊 款 的 Cisco
Catalyst 交換器把兩個 10/100/1000 埠個別叫作 Gigabit Ethernet 0/0 和 Gigabit
Ethernet 0/1，而新款的 2960-X 系列則分別稱作 Gigabit Ethernet 1/0/1 和 Gigabit
Ethernet 1/0/2。

6.2.2 存取 Cisco IOS CLI
Cisco 交換器就和其他電腦一樣，也需要一套作業系統，Cisco 稱之為 互連網路
作業系統（Internetwork Operating System，IOS）。
Cisco IOS 軟體控制著 Catalyst 交換器所執行的各式邏輯和功能。除了控制交換
器的效能和行為之外，Cisco IOS 亦定義了一個稱為 CLI 的人性化介面。Cisco
IOS CLI 允許使用者使用終端機模擬程式，而該程式可接受使用者輸入文字；
當使用者按下 Enter 鍵時，終端機模擬器發送該文字到交換器，接著交換器按
照該命令的指示進行處理，並將文字發送回終端機模擬器。
讀 者 可 透 過 三 種 方 法 來 存 取 交 換 器 的 CLI ： 控 制 台 （ Console ） 、 遠 端 登 入
（Telnet）及 安全殼（Secure Shell，SSH）。其中 2 種方式 Telnet 與 SSH 是使用
交換器所在的 IP 網路來與交換器取得聯繫，而控制台是個特殊內建的實體埠，
用以支援存取 CLI。圖 6-2 描繪這三種方式。
「自我評量」測驗答案

1. AB。2. B。3. B。4. A。5. F。6.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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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存取 CLI 的不同方式

想要透過 Console 進行存取，就得從 PC（或其他設備）上以實體線路連接到交
換器的 Console 埠，此外 PC 上也要安裝合適的軟體才行。Telnet 及 SSH 的需
求是用戶端設備必須具備相關軟體，而且依賴 TCP/IP 網路來傳送資料。接下
來將介紹連接至 Console 的方式以及針對每一種存取 CLI 的方式來配置軟體。

連接 Console 的方式
Console 的實體連接（舊式與新式）可區分三個部分：交換器上的實體 Console
埠、PC 上的實體序列埠，以及 Console 和序列埠之間的纜線。然而實體纜線的
種類因時代進步而逐步改變，主要是 PC 硬體的序列介面求新求變的關係。這
次的主題要一探三種連接方式：PC 和交換器皆採用新型接頭、兩者皆採用舊
型接頭，以及 PC 採用新型接頭（USB）但交換器採用舊型接頭。
現今的 PC 和交換器硬體對於 Console 連接使用了常見的標準 USB 線。新型的
Cisco 路由器與交換器的 Console 埠早已換成 USB 埠。讀者只需要查看交換
器，確保你的電腦擁有正確的 USB 線類型，以符合交換器的 USB Console 埠。
最簡單的方式是 PC 利用 USB 埠與 USB 線來連接到交換器或路由器的 USB
Console 埠，如圖 6-3 右側所示。

圖 6-3 連接到交換器的 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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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 Console 連接方式採用 PC 序列埠（早於 USB）、UTP 線以及交換器 RJ45 Console 埠。PC 序列埠通常使用一個矩形狀且具有 9 個腳針（通常稱作 DB9）的 D-shell 接頭。從交換器的外觀上來看，Console 埠和乙太網路的 RJ-45 埠
長得很像，旁邊印有「console」的藍字。
舊的 Console 線連接方式可以很簡單，也可以較複雜，端看使用的纜線類型而
定。不考慮細節的話，Cisco 交換器和路由器可以使用 Cisco 原廠的 Console
線；或是讀者可以利用標準的序列線（具備與 PC 吻合的接頭）、標準的 RJ-45
轉 DB-9 接頭及 UTP 線來自製一條 Console 線。然而 UTP 線的腳位採用反接
（rollover）方式，有別於標準的乙太網路線的腳位。反接線使用 8 條芯線，線
路反接方式是腳位 1 對腳位 8、腳位 2 對腳位 7、腳位 3 對腳位 6，依此類推。
原來在 Cisco 開始普遍使用 USB 做為 Console 埠之前，USB 埠早已成為 PC 的
主流。讀者必須準備好迎接純使用 USB 埠取代舊式序列埠的 PC 時代來臨，不
過當時的路由器和交換器擁有舊式的 RJ-45 Console 埠，並未提供 USB Console
埠 ， 圖 6-3 的 中 間 顯 示 這 種 情 況 。 為 了 將 PC 連 接 到 路 由 器 或 交 換 器 的
Console，需要一個 USB 轉接器來把舊式的 Console 線轉接到 USB 接頭，還需
要一條 UTP 反接線，如圖 6-3 的中間所示。
注意：選擇 USB 的連接方式通常也需要一併安裝驅動程式，好讓 PC 的作業系統能
夠認得 USB 線另一端的裝置就是 Cisco 設備的 Console。此外，讀者可以輕易地
在網路上利用「cisco console cable」、「cisco usb console cable」，或
「console cable converter」這類關鍵字搜尋到這些纜線和元件的照片。

例如較新的 2960-X 系列同時支援 RJ-45 Console 埠和 USB Console 埠。圖 6-4
指出這兩種 Console 埠，讀者可以二選一。注意 USB Console 埠使用 mini-B
埠，而非常見的方形標準 USB 埠。
USB Console (Mini-B)

RJ-45 Console

圖 6-4 顯示 2960-X 交換器的一部分與 Console 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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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 PC 透過實體線連接到 Console 埠之後，在 PC 上就必須安裝與配置終端機
模擬器軟體。終端機軟體處理的資料皆為文字格式，可接受使用者所輸入的文
字，並將之透過 Console 線傳送到交換器。同理，任何透過 Console 線傳回到
PC 的資料也都以文字形式呈現給使用者看。
必須設定終端機軟體使用 PC 的序列埠，以符合交換器的 Console 埠設定。下
列是交換器 Console 埠的預設值，最後三種參數合稱為「8N1」：


9600 位元／秒



無硬體流量控制



8 位元的 ASCII



無同位檢查（No parity bits）



1 個停止位元

圖 6-5 顯示終端機模擬器的畫面，從畫面背景裡可以看到一些 show 指令的輸
出。而左上角的前景則是上述 Console 預設值的設定視窗。

圖 6-5 存取 Console 的終端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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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Telnet 及 SSH 存取 CLI
多年以來，終端機模擬器應用程式支援透過序列埠來和交換器 Console 這類的
本地裝置溝通，但它所能支援的事遠超乎你的想像。終端機模擬器也支援各種
TCP/IP 應用程式，包括 Telnet 和 SSH，兩者同時允許使用者連接到另一台裝
置的 CLI，但不是透過 Console 線連接到 Console 埠，而是在網路裝置所建立
的相同 IP 網路上傳送流量。
Telnet 採用了主從式的架構，本例的 Telnet 用戶端是終端機應用程式，Telnet
伺服器是交換器。使用者眼前所使用的 Telnet 用戶端裝置可以接受鍵盤指令的
輸入，並傳送這些指令到 Telnet 伺服器。接著 Telnet 伺服器收到文字資料，將
文字解讀為指令，然後做出回應。Telnet 是個以 TCP 為基礎的應用層協定，使
用公認埠 23。
雖然 Cisco Catalyst 交換器預設啟用了 Telnet 伺服器，但在成功利用 Telnet 連
線到交換器之前，交換器還需要多做一些設定。第 8 章將介紹 Telnet 與 SSH 的
設定細節。
在實驗環境中使用 Telnet 沒有任何問題，然而在生產網路裡使用 Telnet 會帶來
安全上的重大風險。Telnet 傳送的所有資料（包括登入交換器的帳號和密碼）
皆為明文形式。因此 SSH 會是更好的選擇。
SSH 就像是 Telnet 的表弟，比 Telnet 更加地安全。從外表上來看，無論使用的
是 Telnet 還是 SSH，你開啟的仍是一個終端機模擬器，連線到交換器的 IP 位
址，並看到交換器的 CLI。但背後的差異是：SSH 會將所有訊息的內容（包括
密碼在內）進行加密，以免有心人士從網路上攔截封包並從中竊取網路設備的
密碼。如同 Telnet 一樣，SSH 也採用 TCP，只是以公認埠 22 來取代 Telnet 的
埠 23。

使用者及 Enable（特權）模式
到目前為止所討論的 CLI 三種存取方法：Console、Telnet 及 SSH，都是讓使用
者進入一個稱作 使用者 EXEC 模式（user EXEC mode）裡。使用者 EXEC 模式
有時也稱為 使用者模式（user mode），允許使用者可到處觀看但不允許做任何
的變更。「EXEC 模式」一詞代表當你在此模式裡下達一道命令時，交換器會
執行（execute）該命令，然後顯示該命令結果所描述的訊息。
注意：假使讀者以前未曾用過 CLI，你可能會想從 Sim Lite 產品來體驗 CLI 的使
用。你可以依照簡介說的，在 DVD 或相關網站上找到這些資源。

Cisco IOS 支援一種更強大的 EXEC 模式，稱為 enable 模式 ，亦稱作 特權模式
（privileged mode）或 特權 EXEC 模式 （privileged EXEC mode）。enable 模式
之名係從 enable 命令而來，可供管理員從使用者模式進入 enable 模式，如圖
6-6 所示。而出現另一種稱呼「特權模式」，是因為能執行強大的（具備管理
員權限）命令之緣故。例如可以在特權模式裡使用 reload 命令，以便告知交換
器將 Cisco IOS 重新初始化或重新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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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使用者及特權模式
注意 ：如果主機名稱之後的命令提示符是「>」，代表使用者處於使用者模式；如
果緊跟在主機名稱之後字元的是「#」，代表使用者位於特權模式。

範例 6-1 展示使用者與 Enable 模式之間的差異。範例顯示終端機模擬器視窗所
見的輸出，例如從 Console 進行連線。在本例中，使用者位於使用者模式提示
符之下（Certskills1>），並試圖下達 reload 指令來告訴交換器將 Cisco IOS 重
新初始化或重新開機。但 IOS 拒絕了該 reload 指令，原因是在使用者模式下的
關係。當使用者進入了 Enable 模式（亦稱特權模式，使用 enable EXEC 指令）
之後，IOS 接受了 reload 指令。
範例 6-1 在使用者模式中拒絕特權模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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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能夠在使用者（EXEC）模式或 enable（EXEC）模式裡使用的命令統稱為
「EXEC 命令」。

範例 6-1 是本書展示給讀者看的第一個 CLI 輸出，其中的粗體字代表使用者所
下達的指令，非粗體字則表示交換器傳回到終端機模擬器的訊息。此外，輸入
的密碼基於安全性，並未顯示於螢幕上。最後，請注意交換器已事先設定了主
機名稱 Certskills1，因此畫面左排的每一行命令提示都顯示了主機名稱。

替 Console 的 CLI 存取方式加上密碼保護
只要將 Cisco 交換器（採預設值）鎖在機房裡面的話，交換器是非常安全的，
預設只能透過 Console 進行連線。對使用者而言，從 Console 連線預設完全不
需要密碼，沒有密碼也能進入到 Enable 模式。理由是如果你能夠接觸到交換器
的實體 Console 埠，你就擁有相當足夠的交換器控制權限。拿起螺絲起子並搬
走交換器，或是拔下電源，或是按照文件的說明做一次密碼回復來進入 CLI，
接著就能配置任何你想要的設定。
然 而 許 多 人 沒 想 到 這 麼 多 ， 只 是 替 Console 的 使 用 者 設 定 簡 易 的 密 碼 。 從
Console 的登入程序中，有兩個地方可以設定簡易的密碼：一個是使用者從
Console 連線的時候，另一個是當使用者進入 Enable 模式的時候（使用 enable
EXEC 指令）。回頭注意前面的範例 6-1，使用者可以從這兩個地方看到密碼
的提示符（Password:）。
範例 6-2 顯示其他的設定指令，那是在收錄範例 6-1 的輸出之前所做的設定。
此輸出是摘錄自 EXEC 命令 show running-config，此命令的作用是列出交換器
目前的設定。
範例 6-2 非預設的基本配置

由上往下看，可以注意到 show running-config 指令列出的第一個設定是交換
器的主機名稱為 Certskills1。你可能也注意到範例 6-1 的命令提示符的開頭皆
為 Certskills1，這就說明為何命令提示符的開頭皆為交換器的主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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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注意含有「!」的訊息列是註解，在本書的指令範例和真正的交換器 CLI
都能見到它的蹤影。
enable secret love 設定命令指定了所有使用者進入 Enable 模式時所使用的密
碼。無論使用者是從 Console、Telnet，或是 SSH 進行連線，在輸入 enable
EXEC 指令之後出現密碼的提示符的時候，就要使用密碼 love。
最後三行是在設定 Console 的密碼。第一行（line console 0）是識別 Console 的
命令，基本意思是「接下來的命令僅適用在 Console 的身上」。login 命令是在
告訴 IOS 去檢查 Console 的簡易密碼。切記，交換器預設不會向 Console 的使
用者詢問密碼。最後一行 password faith 命令是在設定當出現密碼的提示符的
時候 Console 使用者必須輸入的密碼。
本範例只是表面上擷取自安全性的配置，讀者可以用來設定交換器，這些資訊
足以提供讀者在實驗環境中設定交換器並開始使用（這就是為何筆者會把這些
細節放到第二篇的第一個章節的原因）。第 8 章將展示 Telnet 和 SSH 的設定步
驟，包括密碼安全性，以及第 34 章「裝置安全性功能」也會示範其他的安全
性設定。

6.2.3 CLI 說明（help）功能
如果你將 Cisco IOS 的命令參考文件列印出來，恐怕疊起來會有好幾英呎高。
沒有人可以記下所有的命令，也不會有人這樣做。你可以使用幾個簡易又方便
的工具來幫助記住命令並省下打字的時間。當進行 Cisco 認證考試時，那些涉
及考試的命令會越來越多。但是，你得知道取得命令說明（help）的方法。
表 6-2 摘錄了在 CLI 命令中呼叫線上說明的方法。請注意，第一欄的 command
代 表 任 何 一 種 指 令 。 同 樣 地 ， parm 代 表 該 命 令 的 參 數 。 例 如 第 三 列 的
command ?，意味像是 show ? 及 copy ? 這類的命令會個別地列出 show 或 copy
命令之說明。
表 6-2 Cisco IOS 軟體指令說明
輸入的指令

說明

?

幫助使用者找出此模式下所有支援的命令。

command ?

描述該命令的所有第一個參數選項之說明文。

com?

列出所有以 com 開頭的命令。

command parm?

此說明類型列出所有以 parm 開頭的參數。請注意，在
parm 和 ? 之間沒有空格。

command parm<Tab>

如果參數打字到一半時按下 Tab 鍵，則 CLI 會自動拼出此完
整參數的單字或不做任何處理。如果 CLI 不處理，表示此字
串的下一個參數可能超過一個以上，因此 CLI 無法知道該
拼出哪一個參數。

command parm1 ?

如果在問號之前插入一個空格，則 CLI 會列出所有的下一
個參數，並附帶簡短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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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輸入「?」時，Cisco IOS CLI 會立即地作出反應。也就是說，你無須按下
Enter 鍵或其他的按鍵。運行 Cisco IOS 之設備也會重新顯示「?」之前所輸入
的命令，以便減少鍵擊次數。如果在「?」之後立即按下 Enter 鍵，Cisco IOS
只會試著以目前所輸入的參數去執行此命令。
使用 help 功能所得到的資訊視 CLI 的模式而定。舉例來說，當你在使用者模式
輸入「?」時，該模式所允許的命令會被顯示；但是那些只能在特權模式中
（非使用者模式）使用的命令就不會顯示出來。另外，用來配置交換器的設定
模式裡也支援 help 功能。事實上，設定模式具有許多不同的子設定模式，讀者
也可以得到每個設定子模式下所支援的指令說明，稍後將在「設定子模式及
context」一節中介紹（此時讀者可以使用 DVD 中免費的 NetSim Lite 產品，並
打開任何一個 lab 練習，輸入「?」，接著嘗試輸入某些的指令）。
Cisco IOS 會把使用者輸入的命令儲存在指令歷程記錄裡，預設可儲存十個命
令。CLI 能讓使用者在指令歷程表內前後移動，然後在重新執行命令之前編輯
它。這些組合鍵有助於考試的時候能更快速地使用 CLI。表 6-3 顯示的鍵盤命
令是用來列出之前曾經輸入過的命令。
表 6-3 編輯命令及重新呼叫的按鍵順序
鍵盤命令
向上鍵或 Ctrl+P

效果
顯示最近一次使用過的命令。如果再按一次，則是出現次
近用過的命令，直到指令歷程記錄的最後為止。P
（previous）代表上一個命令。

向下鍵或 Ctrl+N

可跳到最近輸入過的命令。N（next）代表下一個命令。

向左鍵或 Ctrl+B

向左移動游標到目前顯示的命令而不刪除字元。B（back）
代表倒退。

向右鍵或 Ctrl+F

游標向右移動到目前顯示的命令而不刪除字元。F
（forward）代表前進。

倒退鍵（Backspace）

游標向左移動到目前顯示的命令且刪除字元

6.2.4 debug 及 show 命令
目前最常用的 Cisco IOS 命令就是 show 命令。show 命令的選項種類繁多，從
這些選項中，幾乎可以找到每個 Cisco IOS 功能之狀態。實際上，show 命令可
以列出有關交換器目前運作的狀態，交換器對 show 命令唯一所作的回應是找
出目前的狀態，並將相關訊息傳回給使用者。
比方說，考慮範例 6-3 的 show mac address-table dynamic 命令輸出。從使用
者模式輸入的 show 指令顯示出交換器用來做出轉送決策的一份列表。交換器
的 MAC 位址表基本上列出交換器用來執行主要任務的資料。

138  CCENT/CCNA ICND1 100-105 專業認證手冊
範例 6-3 非預設的基本配置

debug 命令也會告訴使用者有關交換器運作的細節。儘管 show 命令可以列出
某個時刻一瞬間的狀態資訊，就像相機拍照一樣，但 debug 命令的運作方式更
像是一台現場直播的攝影機。只要輸入 debug 命令，IOS 會記住，任何交換器
的使用者都能選擇看見產生的訊息。預設 Console 可以看見這些訊息。本書大
部分用來檢驗交換器和路由器運作的命令是 show 指令。

6.3 Cisco IOS 軟體設定
即使交換器利用預設值就能轉送訊框，但讀者還是會想要設定企業網路中的所
有交換器。本節介紹了基本的設定程序，包括組態檔的概念及其儲存的地方。
雖然本節專注於設定程序，而非設定命令本身，但為了考試，你還是必須知道
本章中所提到的所有命令。
設定模式（Configuration mode）是屬於 Cisco CLI 的另一個模式，類似於使用

者模式和特權模式。使用者模式專門提供無害的命令輸入，並顯示一些資訊。
與使用者模式相比，特權模式支援進階的命令，包括可能中止交換器運作的命
令。但是，在使用者或特權模式裡並無任何一個命令可以變更交換器的設定。
設定模式接受的是一種設定命令，這種命令在告訴交換器該做什麼動作以如何
處理之細節。圖 6-7 說明了在設定模式、使用者 EXEC 模式及特權 EXEC 模式
之間的關係。

圖 6-7 CLI 設定模式對 EXE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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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定模式裡所輸入之命令會更新當前啟用的配置。 每當使用者輸入命令按下
Enter 鍵後，這些組態的修改都立即發生。輸入設定命令必須再三謹慎！

6.3.1 設定子模式及 context
設定模式本身內含有許多的命令。Cisco 為了不讓設定雜亂無章，IOS 會將某些
種類的設定命令分門別類。當使用設定模式時，就會從初始的模式（全域模
式）進入到子命令模式。 模式切換命令 （Context-setting command）可讓你由
一個設定子命令模式（或是 context）切換到另一個。這些模式切換命令是在告
訴交換器有關使用者即將輸入的若干設定命令。更重要的是，context 還會告
知交換器目前你所關心的部分，因此當你使用「?」時，交換器只提供有關該
主題之說明。
注意：Context-setting 一詞並非出自 Cisco 文件，它只是幫助讀者瞭解設定模式
的一個用詞而已。

學習關於子模式的最好方式是使用它們，但首先是觀摩接下來的這些範例。比
如說，interface 命令是最常使用的模式切換命令之一。例如，CLI 使用者要進
入介面設定模式，可輸入 interface FastEthernet 0/1 命令。當你要設定乙太網
路介面時，可在介面設定模式下輸入 help 命令來顯示可支援的命令。在 context
中所使用的命令統稱為 子命令 （subcommand），例如 介面子命令 。當你開始以
實際的設備來練習 CLI 時，模式之間的切換就會變成很自然的一件事。目前可
先參考範例 6-4，步驟如下：


從特權模式切到全域設定模式，可用 configure terminal EXEC 命令。



使用 hostname Fred 全域設定命令來設定交換器的名稱。



從全域設定模式切換到 Console 線路設定模式（使用 line console 0 命令）。



設定 Console 的密碼為 hope（使用線路子命令 password hope）。



從 Console 設定模式切換到介面設定模式（使用 interface type number 命令）。



替介面 Fa0/1 設定 100 Mbps 之速率（使用介面子命令 speed 100）。



從 Console 線路設定模式返回全域設定模式（使用 exit 命令）。

範例 6-4 在不同設定模式之間的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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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令中，括弧內的文字可供我們辨識目前所在的設定模式。例如使用者進入
設定模式後的第一個命令提示符為 config，這代表目前正位於 全域設定模式 。
在 line console 0 命令之後，文字則變為 config-line，意指線路設定模式。每當
設定模式中的命令提示符改變的時候，代表你已經進入到另一個設定模式。表
6-4 顯示了設定模式、模式名稱，及用來進入這些模式之模式切換命令最常見
的命令提示符。
表 6-4 常見的交換器設定模式
提示符

模式名稱

進入該模式的模式切換命令

hostname(config)#

全域（Global）

無，輸入 configure terminal 指令後的
第一個模式

hostname(config-line)#

線路（Line）

line console 0
line vty 0 15

hostname(config-if)#

介面（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hostname(vlan)#

VLAN

vlan number

讀者必須勤加練習設定模式之間的切換，直到習慣為止。例如進入 enable 模
式，接著進入全域設定模式。不過，當讀者遇到後面章節的範例時，有的是機
會練習這些切換的技巧。現在來看圖 6-8，其中大部分顯示全域設定模式與 4
個設定子模式（請參考表 6-4）之間的切換。

圖 6-8 進出交換器的設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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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讀者不需要輸入 exit 退到全域設定模式，就可以直接從其中一個設定子模式
切換到另一個。只要依照圖中列出的粗體字指令來輸入就行了。

建議讀者停下來，嘗試瀏覽這些設定模式。假如你還沒決定進行測試，請翻出
書上的 DVD 光碟，把 Pearson Sim Lite 軟體安裝起來。它包含了模擬器和一些
實驗練習題。請開始你的實驗，跳過指示並進入設定模式，然後照著圖 6-8 在
不同的設定模式之間進行切換。
對於什麼命令是屬於全域命令或子命令，並無一定的規則存在。然而一般來
說，如果在同一台交換器上，命令能同時以不同參數執行，則用來設定參數之
命令就可能是設定子命令；若只設定交換器整體一次的命令，很可能就是全域
命令。例如 hostname 就是個全域命令，因為每個交換器只有一個主機名稱。
相反地，speed 是個介面子命令，將它套用到每個交換器介面可以執行不同的
速度。所以它是個子命令，適用於設定的特定介面之下。

6.3.2 儲存交換器的組態檔
當配置交換器時，必須使用組態設定，同時也要能夠在交換器斷電時保留設
定。Cisco 交換器的 RAM 可供 Cisco IOS 儲存資料，但 RAM 在交換器斷電或
是重新開機時，會遺失其內容。為了在交換器斷電或重新開機時儲存必要的資
訊，Cisco 交換器採用多種的固態記憶體。避開轉動式元件的設計（例如傳統
的磁碟機），讓交換器運作得更順利並提高可用性。
以下詳細列出目前 Cisco 交換器內部所採用的四種主要記憶體類型，以及每種
類型的常見用途：


RAM ：有時稱為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DRAM），如同其他電腦一樣，交

換器也使用 RAM：程序的存放區。運行（運作中）組態檔即存放於此。


快閃記憶體 （ Flash memory ）：該記憶體是交換器內部的晶片或是在可卸
除式的記憶卡，其儲存 Cisco IOS 映像檔完整的功能，並且是交換器在啟
動時取得其 Cisco IOS 的預設位置。快閃記憶體也可用來儲存任何其他檔
案，包括組態檔之備份複本。



ROM （ 唯讀記憶體）：ROM 儲存了開機程式，在交換器第一次開機便會載

入 bootstrap 或 boothelper 開機程式。然後此開機程式會找出完整的 Cisco
IOS 映像檔，並控管 Cisco IOS 載入到 RAM 的程序，接著由 Cisco IOS 接
管交換器之運作。


NVRAM （ 非揮發性記憶體 ）：NVRAM 儲存的是交換器每次開機及重新載
入時所使用的 初始或 系統啟動 的組態檔。

圖 6-9 整理了上述的資訊，供讀者方便記憶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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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Cisco 交換器記憶體類型

Cisco IOS 將設定命令集中儲存於 組態檔 （configuration file）裡。事實上，交
換器使用多個組態檔，其中一個是開機時所用的初始組態檔，而另一個是儲存
在 RAM 中，提供目前運作中和使用中的設定。表 6-5 列出此兩個檔案的名
稱、用途及其儲存的地方。
表 6-5 兩個主要的 Cisco IOS 組態檔之名稱及用途
組態檔名稱

用途

儲存之處

開機組態（Startup- 儲存了交換器重新載入 Cisco IOS 時所使用的初始
NVRAM
config）
設定。
運行組態
（Running-config）

儲存目前使用中的設定命令。當使用者在設定模式
RAM
中輸入命令時，交換器會動態地變更設定。

基本上，當你使用設定模式時，只能更改 running-config 檔。意味著前述的設
定範例（範例 6-4）只更新 running-config 檔。但是，如果這時交換器恰巧斷
電，則所有的設定將會遺失。倘若想要保留下來，就必須將 running-config 檔
複製到 NVRAM 裡，並覆蓋原有的 startup-config 檔。
範例 6-5 說明了設定模式中所使用的命令僅更改 RAM 裡的 running-config 設
定。此範例顯示以下的觀念及步驟：
步驟 1.

範例開始的 running-config 與 startup-config 皆為相同的主機名稱，根
據的是 hostname hannah 命令。

步驟 2.

在設定模式中利用 hostname jessie 命令更改主機名稱。

步驟 3.

show running-config 和 show startup-config 命令顯示出兩個組態檔的
主機名稱的差異，因為只有 running-config 含有 hostname jessie 命令。

範例 6-5 設定模式命令如何地變更 running-config 檔，而非 startup-config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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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複製及清除組態檔
如果路由器斷電或是重新開機，設定過程所更新的 running-config 檔就會遺
失。顯而易見的，IOS 需要提供我們一種方式來複製運行組態，讓它不會消
失，以便交換器下次重新開機時可以使用它。舉例來說，範例 6-5 最後的運行
組態（含有 hostname jessie 命令）和開機組態不一樣。
簡言之，EXEC 命令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會將 running-config 備
份到 startup-config 檔。該指令會覆蓋目前的 startup-config 檔與目前 runningconfig 中的內容。
此外在實驗環境裡，讀者也許想要清掉所有現存的設定，並回復到乾淨的配
置。做法是利用三行不同的指令來清除 startup-config 檔：

只要 startup-config 檔被清除，你就可以將交換器重新啟動，接著開機就會使用
空的開機組態。
注意 Cisco IOS 並無命令可清除 running-config 檔案之內容，如要完全地清除
running-config 檔，只要先清除 startup-config 檔，然後再輸入 reload 命令即
可，而且 running-config 在程序的最後會被清空。
注 意 ： Cisco 使 用 的 「 reload 」 與 大 多 數 PC 作 業 系 統 所 謂 的 重 新 開 機
（rebooting）或重新啟動（restarting）屬同義詞；在此例中，reload 表示軟體的
重新初始化。reload EXEC 命令可讓交換器重新載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