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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CNA 课程目标 

思科职业技能认证的初级认证思科认证网络支持工程师（CCNA）表示具备基

本的和初步的网络知识。拥有 CCNA 认证的人士可以为小型网络（不超过 100 个

节点）安装、配置和操作 LAN、WAN 和拨号接入服务，主要解决了网络的基本连

通问题，具备初级网络工程师水平。 

 

通过 CCNA 课程的学习，您可以完成如下任务： 

1. 在什么情况下应用集线器、交换机和路由器  

2. 利用 Cisco IOS 软件确认端口、协议、地址和可连接性 

3. 根据要求互连交换机和路由器  

4. 配置交换机和路由器以支持 LAN和 WAN 服务 

5. 设置 IP子网以便于有效地管理网络 

6. 通过配置访问列表来控制对网络段或网络资源的访问 

7. 确认交换机、路由器及其配置的网络服务是按我们的预期在工作 

8. 判断网络故障的原因并解决之 

9. 对一些实际工程案例有一定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二、学员要求 

计算机或相关通信专业，零基础或有一定的计算机网络基础者 

 

三、CCNA 课程特色 

（1）现场全部动手实验，从设备连接开始，全面接触网络设备，直观教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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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员操作水平； 

（2）单独辅导： 

专家讲师提供一对一答疑或辅导，手把手带你成为 IT精英。 

（3）考试辅导： 

学员考试前先通过内部模拟考试,技术确定达到考试要求并提供考前辅导讲

座。 

如果模拟考没有通过，讲师会给予建议和辅导,达标后再参加正式的认证考

试，以确保考试高分通过。 

（4）企业实战项目： 

即通过先进设备完全搭建和企业项目完全一致的网络系统环境，把学习内容

融会贯通并在实际项目中加以应用，以达到学员迅速掌握实际技能并弥补经验不

足的目的 

 

四、CCNA 课程大纲 

详细课程设计共分为六大部分： 

（一）计算机网络概述及入门引导 

1. 思科职业认证体系介绍及相关就业走向指导 

2. OSI分层模型 

3. TCPIP协议栈 

4. IP地址 子网划分 VLSM CIDR 

 

课程目标： 

➢ 掌握 OSI分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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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数据在源和目标设备间的传送过程 

➢ 清楚集线器、交换机和路由器在网络中担当的角色和功能；懂得在什么

情况下该用什么样的设备 

➢ 掌握 TCP/IP 分层模型 

➢ 掌握三次握手过程 

➢ 理解 OSI和 TCP/IP模型的区别和联系 

➢ 十、二、十六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 掌握 IP 地址分类，子网掩码的作用，识别网络号、子网的数目、可用

的主机数目 

➢ 掌握 VLSM和 CIDR的概念 

 

（二）思科 IOS 相关介绍及简单应用 

1. 操作与配置 Cisco IOS 

2. 管理 Cisco 设备 

 

课程目标： 

➢ 完成路由器的初始参数配置 

➢ 在网络设备上进入并辨识不同的命令模式 

➢ 在不同的用户界面下应用各种帮助和命令行编辑功能 

➢ 查看并确认各网络设备的基本信息 

➢ 获取直接相邻设备的信息 

➢ 获取远程设备的信息 

➢ 清楚配置文件和 IOS映象文件被加载的位置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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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由协议原理 

1. rip的工作原理及配置 

2. eigrp的工作原理及配置 

3. ospf的工作原理及配置 

 

课程目标： 

➢ 了解路由选择协议的分类 

➢ 掌握三种常用的路由选择协议的原理及配置 

➢ 通过路由综合实验来检测学习效果 

 

（四）层二交换技术讲解 

1. 层 2交换技术 

2. STP 

3. VLAN trunk  

4. vlan 间路由 

5. VTP 

 

课程目标： 

➢ 了解交换机工作原理 

➢ 了解 STP生成树协议的工作原理 

➢ 熟悉并掌握 vlan trunk 的配置 

➢ 能熟练操作 vlan间路由 

➢ 了解 VTP的实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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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域网、ACL、NAT、WLAN 技术讲解 

1. 广域网基础 

2. PPP 

3. ACL 

4. NAT 

5. WLAN 

 

课程目标： 

➢ 掌握常见广域网技术的基本配置 

➢ 应用 ACL来控制和管理网络访问 

➢ 了解 NAT技术的产生背景、实现原理及基本配置 

➢ 了解 WLAN技术的发展和相关应用 

 

（六）实际工程案例分析 

 

课程目标： 

➢ 了解实际项目实施的简单流程 

➢ 了解如何编写项目实施方案 

➢ 了解实际项目实施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五、课时安排 

5 天（6小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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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内  容 理  论 实  验 

第 1天 上午 OSI 分层模型 TCPIP协议栈  3小时 —— 

第 1天 下午 IP地址 子网划分 VLSM CIDR 2小时 1小时 

第 2天 上午 操作与配置 Cisco IOS 2小时 1小时 

第 2天 下午 管理 Cisco设备 2小时 1小时 

第 3天 上午 路由协议原理 静态路由 rip 2小时 1小时 

第 3天 下午 EIGRP原理与基础配置 2小时 1小时 

第 4天 上午 OSPF原理与基础配置 2小时 1小时 

第 4天 下午 交换的基本工作原理 STP 2小时 1小时 

第 5天 上午 VLAN trunk vlan 间路由 VTP 2小时 1小时 

第 5天 下午 IP访问控制列表 NAT 广域网 2小时 1小时 

总课时  3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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