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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概述

本文介绍了控制器升级注意事项和升级方法，以下相关功能配置均基于 NAC3.7.4.2R1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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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前准备

1.1 软件升级序列号已授权

升级控制器前需要确认软件升级序列号是已授权的状态。在【应用中心】-【服务管理】

-【序列号】查看软件升级序列号状态（如图），如果是“已授权”才能升级控制器，否则

需要购买软件升级序列号。

1.2 确认控制器补丁包情况

【系统维护】-【系统更新】-【控制器升级】-【查看升级历史记录】(如图)，确认控

制器是否升级过补丁包。如果控制器升级过补丁包，是不能升级的；务必先联系信锐售后

4008783389 或者当地办事处咨询补丁包的作用，由信锐工程师判断并确认能不能回滚到正

式版本和升级。

注意：控制器存在补丁包的情况下，是不能直接升级，需将补丁包回滚到正式版

本才可升级控制器软件版本。回滚补丁包时控制器会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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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检查控制器集群

检查【控制器集群】-【集中管理】，控制器是否有启用集中管理。

检查【控制器集群】-【高可用性】，控制器是否有启用高可用性，搭建了双机。

如果控制器启用了集中管理或启用了高可用性时，建议联系当地办事处或者拨打信锐售

后电话，让信锐工程师协助配合升级。

1.4 确认升级路线

控制器升级前需要确认当前设备版本，在控制器 web 界面可以查看当前控制

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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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版本后，再按照如下的升级路线图确认升级路线：

注意：

1、控制器升级至 3.6 版本前需等待 AP 自动同步版本，升级至 3.6 版本后不需等待 AP 同

步版本，自动重启完毕后可继续升级。

2、NAC 3.3.8 版本设备升级前需联系信锐 400 远程确认

3、NAC 3.6 及 3.6 之后版本可以直接升级到 3.7.4.2R1 或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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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注意事项

1、在升级过程中禁止手动重启设备，电脑和控制器的网络不能中断，否则会导致设备

严重损坏。

2、升级超过一小时仍未升级完成，或者升级过程中提示报错，可以联系当地技术或者

信锐 400 查看原因。

3、禁止跨公网远程升级控制器，禁止连接控制器发出来的无线信号升级控制器，否则

设备无法升级成功且可能损坏设备。

4、禁止在控制器 web 界面的【系统维护】-【系统更新】-【控制器升级】-【正式包升

级】中升级控制器，必须用信锐的升级工具加载升级包升级，升级工具的下载及使用详见第

3章。

5、若 AP 和控制器不在同一个网段，一定要给 AP 固定控制器的地址，否则 AP 离线的概

率会变大。给 AP 固定控制器地址的配置方法为【无线接入点】-【接入点管理】，全选 AP，

然后点击批量编辑接入点，在发现控制器 IP 地址栏填写控制器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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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控制器升级之后，AP 与控制器软件版本不一致，此时 AP 会自动同步到和控制器相

同的版本，当版本没有同步上来的时候，AP 会一直处于离线状态，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在

此期间网络无法使用。

7、建议在下班时间不影响业务的情况下升级。

8、升级控制器需要校验升级序列号，所以需要保证升级时用于升级的电脑可以上网或

控制器可以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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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步骤

3.1 下载升级工具和升级包

1、下载升级工具： http://www.sundray.com.cn/data/32_97.html

2、下载所需要升级的版本升级包：http://www.sundray.com.cn/data/32_76.html

http://www.sundray.com.cn/data/32_97.html
http://www.sundray.com.cn/data/32_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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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升级步骤

根据升级路线图确认的需要升级的升级包，按照升级路线图加载升级包，待升级成功后，

控制器重启起来才可继续升级下一个升级包。

1、打开升级工具，输入控制器的 IP 和密码，点击连接。

2、选择从本地加载升级包升级，点击浏览，选择升级包，然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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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开始升级”。

升级等待，中途切勿断开控制器电源或者中断电脑跟控制器的连接，否则会导致升级失败，

控制器可能损坏。出现升级成功的提示后控制器会自动重启。控制器重启完后，AP会需要

一段时间（一般十几分钟）同步控制器版本。等到 AP全部同步好版本并上线后，控制器升

级就算完全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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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升级 WAC 母盘包和 DC 包步骤

注意：NAC3.6以下版本升级到高版本后，需要在控制器升级正式包成功后，再给控制

器升级WAC母盘包和 DC升级包，NAC3.6以上版本升级不需升级WAC母盘包和 DC升级

包。

1、下载 WAC 母盘包：http://www.sundray.com.cn/data/32_97.html

2、下载 DC 升级包：http://www.sundray.com.cn/data/32_149.html

http://www.sundray.com.cn/data/32_97.html


控制器升级指导与注意事项

文档密级：渠道合作伙伴 10 售后服务热线：400-878-3389

3、用无线升级工具给控制器先升级 WAC 母盘包，等控制器升级成功，控制器重启起来后，

再升级 DC 升级包。（升级时注意事项参见第 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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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失败排查

如果出现控制器提示升级失败，请不要断开升级客户端，鼠标点击到升级客户端上，按

F10 键会弹出详细的升级失败信息，请根据报错信息排查升级失败原因。

4.1 提示 udphistory.sh 上传失败

原因：升级客户端没有解压

解决办法：升级客户端需要解压后，再打开升级客户端升级控制器

4.2 提示 Check package md5 failed

原因：解析升级包出错，升级包下载的不完整导致的，MD5校验失败

解决办法：重新下载升级包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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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提示不支持的控制器版本

原因：控制器当前版本不支持直接升级到对应的版本

解决办法：根据升级路线图重新下载匹配的升级包逐级升级。如果不确定升级包是否可以升

级可以联系信锐 400 或者当地办事处确认。

4.4提示 Please disable High Availability first

原因：控制器当前是双机状态，高可用性没关，双机环境下不能直接升级

解决办法：需要关闭高可用性重新升级（拆除双机升级）

4.5提示 Because of KB package

原因：控制器上升级过补丁包导致升级报错

解决办法：先找当地办事处或信锐 400 确认补丁包的作用。由信锐工程师确认补丁包作用，

确认可以升级后再回滚补丁包。

4.6提示校验升级序列号失败

原因：控制器升级序列号无效，或者控制器/电脑无法上网。

解决办法：

1、如果是因为控制器升级序列号无效导致升级失败，则需要更新软件升级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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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是因为控制器/电脑无法上网导致升级失败，则只要保证控制器或电脑其中一个可

以上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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