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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档的目标

许多企业希望在其数据中心内部署物理和虚拟工作负载，同时获得能够抵御当今高级数据安全威
胁的 佳保护。面向企业的思科安全数据中心便是为这类企业提供设计和实施指导的解决方案产
品组合。本文档主要侧重于为在面向企业的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产品组合中添加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提供设计指南。本文档根据相关解决方案中提供的设计和部署指南编写而成 （参

见图 1 所示的解决方案蓝图）。

图 1 面向企业的思科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产品组合

要了解本文档范围之外的更多内容，请访问以下 URL，在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门户上查看更多

信息：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design-zone-secure-data-center-portfoli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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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企业的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概述
目标受众

本文档面向 （但不限于）安全架构师、系统架构师、网络设计工程师、系统工程师、现场顾问、
高级服务专家，以及希望了解如何在数据中心部署可靠的安全架构来满足以下需求的客户：抵御
当今高级威胁；保证安全架构在处理虚拟和物理工作负载时始终保持灵活；安全架构无论是在传
统模式下还是在迁移到云运行模式后都能正常工作。本文档还会涉及在其他设计和部署指南中单
独介绍的其他补充解决方案。本设计指南假设读者熟悉 IP 协议、服务质量 (QoS)，高可用性 

(HA) 和安全技术的基本概念。本指南还假设，读者了解一般系统要求，并具备企业网络和数据

中心架构方面的知识。

面向企业的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概述 

执行摘要

面向企业的安全数据中心产品组合是从一个用于指导客户在数据中心交换矩阵中实施思科 ASA 

防火墙的单一设计指南发展而来。 2013 年 11 月，我们采用模块化对这个单一设计指南进行了更

新，以便为客户提供一系列全面的设计指南。采用 TrustSec 的单站点集群解决方案引入了 ASA 

5585-X 集群（实现可扩展性）、 TrustSec （实现策略汇聚）和入侵防御（实现威胁防范）。该解

决方案与安全群落参考架构和数据中心网络威胁防御解决方案相结合，可为客户带来功能极其强
大的安全解决方案产品组合；这一组合因此被称为面向大型企业的安全数据中心产品组合，其目
标是通过不断扩展解决方案产品组合来支持未来功能。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是下一个要添加到面向企业的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产品组合的思科

验证设计。这项新思科验证设计建立在采用 TrustSec 的单站点集群基础之上，能够向客户展示如

何在架构中集成 FirePOWER 下一代 IPS，以及该解决方案如何为威胁管理系统提供一系列全面

的功能。本设计指南采用了别出心裁的方法：从网络攻击者的角度出发，研究他们的 “ 攻击链 ”

（即他们开发各种功能以提高攻击成功率的各个环节）。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 网络

防御者 ” 需要开发新功能，然后通过实现这些功能来构建威胁管理系统。本思科验证设计不涵盖

保护数据中心的 “ 基础 ” 步骤 （例如，确保不使用默认密码），因此，强烈建议组织选用 佳行

业规范并实施适当的安全控制措施。本文档将讨论一系列新功能并介绍如何将新的 FirePOWER 

下一代 IPS 平台集成到交换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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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设计概述  
解决方案设计概述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

图 2 展示了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解决方案的架构框架。请注意，此解决方案建立在采用 

TrustSec 的安全数据中心单站点集群基础之上，这是使用本设计指南的前提条件。

图  2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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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设计概述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利用的是采用 TrustSec 的单站点集群设计指南，其中所用的技术能够

在整个数据中心范围内实现更深层次的安全功能，具体提供的设计指南如下： 

• ASA 防火墙集群 （实现可扩展性）

• 交换矩阵与虚拟端口通道 (vPC) 集成

• 链路汇聚 （实现简化操作）

• 入侵防御和应用可视性

• 实时签名更新

• 安全组标记 (SGT) （实现策略汇聚）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设计指南中还从物理和虚拟角度指导如何在架构中集成 FirePOWER 

下一代 IPS 平台，从而在采用 TrustSec 的单站点集群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加以扩展。 FirePOWER 

设备所能实现的威胁保护功能是传统 IPS 望尘莫及的。这些功能与面向企业的安全数据中心产品

组合中的功能相结合，就形成了全面的解决方案，让客户能通过功能强大的威胁管理工作流程，
极其高效地应对当今网络威胁。

影响数据中心的网络威胁

数据中心往往是所有组织存放 重要、 有价值资产的地方。这些宝贵数据的形式多种多样，可
能是专有信息、客户联系信息、客户信用卡信息、公司财务数据、公司银行帐户信息、员工信息
等。如果数据中心内的数据对组织具有价值，那么对网络犯罪者同样具有价值：他们可以利用这
些数据获取经济利益、窃取情报或进行其他未知动机的活动。毫无疑问，数据中心是需要保护的
重要资产。大多数组织已经利用访问控制策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分段，以确保只有 “ 需要了

解相关数据 ” 的用户才有权访问数据中心内的相关信息。遗憾的是，这种方法所基于的一些假设

已经过时，我们需要对数据中心安全性进行重新审视。许多组织保障数据中心安全的方法单一，
完全依靠访问控制列表和策略实施。其中一项主要假设是， “ 授权 ” 用户真的是用户本人，或者

访问数据中心的设备确实是在授权用户的控制之下。网络攻击者侵入企业网络的 简单方式之一
就是在用户终端设备上安装 Rootkit。毫无防备的用户在家浏览恶意网站并且没有连接到企业网络

时，这种攻击很容易得逞。（请参阅图 3。）

图 3 漏洞攻击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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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设计概述  
终用户设备感染恶意软件后，当用户返回工作环境时，恶意软件会假冒 终用户的身份，获得
该用户通常能够访问的所有数据中心资产的访问权限。在这种情况下，安全访问控制列表将允许
恶意软件通过网络进入数据中心 （请参阅图 4）。这种方法甚至不考虑用户凭证被窃，网络攻击

者只需获得简单的授权，即可访问数据中心资产的情况。

图 4 被侵入的服务器

基于虚拟机的 Rootkit 

网络攻击者获得对数据中心的直接访问权限后，就会开始尝试侵入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和应用。
基于虚拟机的 Rootkit (VMBR) 是相对较新的一种以数据中心为直接攻击目标的漏洞攻击形式

（如图 5 所示）。研究人员在 Black Hat 大会上证明，现在已经出现了 Blue Pill、Vitriol 和 SubVirt 

等成功的 VMBR 漏洞攻击程序。无论网络攻击者们有没有利用这种漏洞发起攻击，这种威胁始

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图 5 VMBR Rootkit

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在于 “ 实施访问控制是否足以保证数据中心资产的安全 ”。毫无疑问，网络攻

击者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数据中心，而采用传统安全模式应对新兴网络威胁则给数据中心带来了新
的实际威胁。

上面的例子看起来很简单，不过实际上，影响数据中心的威胁却极其复杂。我们将在下一节介绍
攻击链 （一种新模式），以及如何将这个新模式与后续章节中介绍的子功能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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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设计概述
攻击链

上一节简要介绍了 Rootkit 的工作原理，但是在继续对以往的数据中心安全保护假设提出质疑之

前，我们必须先深入了解所要解决的难题。有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那就是越是成功的网络攻
击，其针对性越高。根据 “ 攻击链 ” 模型，较复杂的网络攻击从网络攻击者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

多个阶段 （请参阅图 6）。

图 6 攻击链

John A.Tirpak 在 2000 年 7 月发布于美国空军杂志上的 “ 发现、跟踪、瞄准、攻击、评估 ” 一文

中提出了杀伤链的概念，这一概念的雏形见于美国空军参谋长 Gen.Ronald R.Fogleman 在 1996 年 

10 月发表的言论 “ 地球表面一切运动的物体都能被发现、定位或跟踪 ”。这一言论 初演变成了

“ 发现、定位、瞄准、攻击、评估 ” 这一杀伤链概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军方不同部门又根

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对杀伤链的概念进行了修改。本文根据软件开发者 （或黑客）的思维方式提出
了杀伤链概念的新版本。请注意，攻击链中的各个环节没有具体时间表，因为有些网络攻击者为
了避开检测，可能会在定位环节花一年多时间， 也有些时候，攻击的发起速度非常快，仅在几分

钟内就会完成。许多组织在开发网络威胁防御模型时沿用了杀伤链的概念。

调查

对任何攻击来说，准备阶段的重点是了解目标环境： 

• 哪些端口已打开？ Rootkit 发起攻击时是否需要用到多个端口？

• 哪些操作系统是可识别的？

• 网络攻击者需要部署什么类型的防范措施和逃避技术？

• 目标组织主要部署了哪些防御措施？

• 网络攻击者使用默认密码能否成功发起攻击？   

• 能不能找到一系列用户邮件地址并发送网络钓鱼邮件？

不容乐观的是，网络钓鱼攻击的成功率依然很高。 Verizon 2014 年度数据泄露调查报告显示，仅

需向 终用户发送 10 封网络钓鱼邮件，就有 90% 的成功机会。

开发

网络攻击调查阶段的工作完成之后，网络攻击者就会着手开发成功发起攻击所需的功能。请注
意，攻击者在开发阶段不一定需要从头编写新恶意软件。有许多现成的恶意软件供网络攻击者选
用，他们根本不需要自己编写代码。众所周知，恶意软件也有许可，也能购买支持合同，只是有
很多人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如果攻击者想要针对攻击目标定制恶意软件，他也可以在大量开
源代码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这让网络攻击者们的 “ 工作效率 ” 高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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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设计概述  
测试

准备好适当的工具之后，网络攻击者下一步将进入测试和验证阶段。网络攻击者必须要能在不被
发现的前提下，获得目标资产的访问权限。如果他们在攻击链中被过早发现的话，就必须要从头
再来，因为攻击目标将会部署新的防范措施。攻击者需要验证其逃避技术有效。他们的目标是获
得访问权限，同时保证不被发现，然后再伺机实现目标。

执行

验证完成后，攻击者就会开始准备在攻击目标资产上建立落脚点。他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很多，包
括在 终用户设备上植入恶意软件，以及获取 Web 应用服务器、邮件服务器和任何其他设备的

访问权限，从而在网络中 “ 横向 ” 移动。有了落脚点后，他们会想办法准备一套备用侵入方法，

以防主要攻击目标部署新防范措施。这是我们应记住的一个重要步骤，本文稍后还将继续讨论。

完成

攻击者现在已经侵入了目标网络，接下来就到了他们 “ 完成任务 ” 的时间，这些任务包括窃取宝

贵数据、破坏数据、留名炫耀，以及根据他们的攻击目的开展其他破坏活动。网络攻击者还会找
地方隐藏他们的恶意软件，以备日后再发起攻击。

危害表现

很多时候， “ 执行 ” 和 “ 完成 ” 阶段之间的时间跨度可能超过一年。许多网络攻击者采用 “ 埋伏

等待 ” 方法，以便让其在攻击上的投入获得 大回报。这种 “ 埋伏等待 ” 方法的危害表现极少。

与传统威胁机制所造成的数以千计的警告相比，这种方法的危害表现微乎其微。知道这一点之
后，您就不会奇怪为何这种攻击极难被检测到。在发现危害表现之前，业内依靠攻击表现来识别
入侵。传统入侵防御系统 (IPS) 通过根据时间点安全状态与签名进行比对来触发警告，从而提供

攻击信号。令人遗憾的是，在比对签名时触发警告的流量中有很多是良性流量，导致 IPS 系统存

在大量误报。随后，运营商会识别与来自特定主机的良性流量相匹配的签名，以便使这些流量不
再产生警告。剩余警告则被视为 IPS 系统认定的攻击表现。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其中错误警告的

数量过于庞大，导致真正的警告被淹没其中并且极易被忽视。组织发现可信的危害表现后，就必
须要开展繁琐乏味又极其困难的分析来回答以下问题：

• 进入的方法和进入点是什么？

• 哪些系统受到了影响？

• 威胁进行了哪些活动？

• 是否可以阻止威胁并找到根本原因？

• 如何恢复正常？

• 如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网络安全团队需要利用新方法，根据大量准确数据来提供可靠的危害表现。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对
所观察到的信息进行范围更广、准确度更高的分析，其中可能包含以下元素：

• 这是什么样的攻击？例如已知类型或类别。

• 攻击的细节是怎样的？例如攻击是如何执行的？目标终端等有什么变化？

• 攻击来自何处？

• 恶意是如何确定的？

• 目标终端是什么？是它的操作系统吗？

• 目标容易受到此威胁攻击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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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终端现在受到此攻击 （或其他攻击）危害了吗？过去受到过此攻击 （或其他攻击）危
害吗？

• 此设备与其他什么机器接触过？

• 目标应用是什么 （例如，客户端或 Web）？

• 目标是否有可能受此事件影响？

• 这是新问题还是由外部来源 （例如自带设备 [BYOD]）带来的问题？

• 攻击主机目前是在网内还是在网外？

• 根本原因是什么？

• 系统能否立即确定有多少主机或网络设备容易受此威胁攻击？

• 如果攻击被阻止，系统如何确定这是误报还是正确报告？

举例来说，某个 Java 应用在本来绝不应该安装和执行应用的情况下开始安装和执行应用，就属于

重要的危害信号。遗憾的是， Java 一直是许多网络攻击者 喜欢使用的常见威胁媒介。这类攻击

由于文件签名不会触发警报，因此很容易就能满足所有访问控制列表的要求并被传统 IPS 所忽

视。要实现高级危害表现功能，事件必须与以下内容关联起来： 

• 恶意软件活动

• 入侵检测

• 网络连接

• 网络文件轨迹

• 设备轨迹

• 设备网络数据流；包括 （但不限于）横向移动、父 - 子关系或情景

目标应是让以上所有内容与网络、终端、应用和用户情景相关联。由此得到的数据集有助于实现一
种独特的能力：提供整个网络范围内的危害表现，不仅具有值得信赖的准确性，而且可以直接据之
采取行动。

威胁环境的发展和扩大 

现代网络及其组件的扩展也推动着攻击媒介不断发展并催生新的攻击媒介，包括：移动设备、支
持 Web 的应用和移动应用、虚拟机监控程序、社交媒体、网络浏览器、嵌入式计算机，以及由

万物互联带来的大量仅存在于初步构想阶段的设备。

人们需要使用各种设备、访问各种应用并使用许多不同的云，因此总是与网络息息相关。这就是
所谓的 “ 全面互通 ” 挑战。这些发展趋势在方便我们通信的同时，也增加了可让黑客用以入侵的

入口点和方法。遗憾的是，大多数组织处理安全问题的方法尚未实现统一。大部分组织采用相互
独立的技术来保护扩展网络，这些技术不会也无法协同工作。组织还可能过分地依赖云安全运营
商和托管公司来保护互联网基础设施。在这一新的现实情况下，安全管理员往往对访问企业网络
的设备和应用具有较低的可视性和可控性，而且在持续应对新威胁方面能力有限。

面对高级攻击和 “ 全面互通 ” 基础设施共同带来的挑战，安全专业人员提出了三大问题：

1. 伴随着新的业务模式和攻击媒介的出现，我们如何在 IT 形势不断变化时保持安全性和合
规性？

那些为了获得云、虚拟化或移动技术所提供的工作效率、灵活性与效率而过渡到这些设备的
组织，必须对其安全基础设施进行相应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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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不断变化的威胁形势下，我们如何提高能力来持续防御新的攻击媒介和日益复杂的威胁？

攻击者不会差别对待攻击对象；他们会抓住攻击链中的任何薄弱环节。他们会频繁使用专为
规避目标所选择的安全基础设施而开发的工具，毫不留情地攻击相应环节。他们不惜花费大
量时间，使用那些几乎不会产生明显危害表现的技术和方法尽力逃避检测。

3. 我们如何才能解决前两个问题，同时降低安全解决方案的复杂性与孤立性？

留下可被当今经验丰富的攻击者利用的防护缺口，将会给组织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然而，
非集成的分散式安全解决方案会增加复杂性，无法提供抵御高级威胁所需的保护级别。

利用集成威胁防御措施的安全模式

如前所述，当今威胁的影响范围不仅限于数据中心，还波及整个企业，要针对这些威胁制定全面的
对策，必须要使用新工具和新技术。要满足这一需求，所用模式必须能 大程度降低复杂度，持续
保护企业资产，同时能够应对业务模式的变化 （例如 “ 全面互通 ”）。安全系统应直接与网络交换

矩阵集成，以便 大限度地改善效率和能力，同时尽可能降低通常因添加分散的非网络感知型安全
控制措施而伴随的风险。要设计这样的系统，必须采用新模式来确保妥善实现这种集成，尤其对于
容错率极低的数据中心更是如此。在为任何类型的网络开发全面的安全解决方案时，这种新模式都
将是非常有用的参考。新模式中展示了一个名为整个攻击过程的关键组件，并在此组件中指出了完
整安全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各个关键机制和流程。（请参阅图 7。）

图 7 使用 “ 整个攻击过程 ” 的集成威胁防御措施

此模式通过审视您必须在攻击前、攻击中和攻击后采取的措施，以及监控各种类型的攻击媒介
（包括终端、移动设备、数据中心资产、虚拟机，乃至云），来全面解决威胁问题。大多数安全
解决方案处理的往往是某个时间点的威胁，然而从连续周期的角度审视威胁也非常重要。

攻击前

面对情景感知型攻击者，我们需要情景感知安全产品。企业与攻击者之间不停地进行博弈，然
而，对于防御者试图保护的基础设施，攻击者所掌握的信息比防御者自身通常所了解的要多。要
在攻击发生之前进行防御，组织需要具有对自身环境 （包括 [ 但不限于 ] 物理和虚拟主机、操作

系统、应用、服务、协议、用户、内容和网络行为）的全面可视性，以便在信息掌握程度上比攻
击者更有优势。防御者需根据目标价值、攻击的合法性及历史情况，了解基础设施所面临的风
险。如果防御者不明白自己在努力保护什么，他们将对如何配置安全技术来抵御威胁感到束手无
策。可视性需要覆盖整个网络、终端、邮件和 Web 网关、虚拟环境和移动设备，并延伸到数据中

心。另外，这种可视性必须能够转化成可指导操作的警报，以便防御者做出明智决策。

34
7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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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中

连绵不断的攻击和纷繁复杂的威胁并不限于某个时间点，这就需要我们提供持续的安全防护。传
统的安全技术仅能基于攻击本身的单个数据点在某个时间点审查攻击。这种方法是无法与高级攻
击相抗衡的。

我们需要的是基于感知概念的安全基础设施：汇聚并关联整个扩展网络的数据、历史趋势和全局
攻击情报，从而提供情景，并将主动攻击、外泄和侦察与普通的后台活动区分开。这使得安全防
护从一种某个时间点的测试转变成一种持续的分析与决策制定过程。如果某个文件通过了安全检
测，后来又表现出恶意行为，那么组织就可以采取措施。有了这种实时洞察，安全专业人员可以
在不进行人工干预的情况下，采用智能自动化来强化安全策略。

攻击后

为了应对整个攻击过程，组织需要追溯性安全功能。追溯性安全功能是一项巨大的数据挑战，很
少有产品能够提供这种功能。当基础设施能够不断收集和分析数据来创建安全情报时，安全团队
可以通过自动化来识别危害表现，检测那些能够改变自身行为来逃避检测的复杂恶意软件，然后
加以修复。

数周或数月前未被检测出的攻击都可以被识别、确定范围、遏制和修复。这种以威胁为中心的安
全模式可帮助组织应对整个攻击过程，处理所有攻击媒介，并确保始终能随时做出实时响应。

威胁管理系统功能

“ 整个攻击过程 ” 模式提供了一种处理威胁的观点，同时构建了帮助您着手实施安全控制措施的

功能框架。例如，NIST 特刊 800-53“ 联邦信息系统和组织安全和隐私控制 ” 中指出，“ 组织的安

全控制措施筛选流程可以考虑以定义一系列安全功能为先导 ”。

此 NIST 刊物还将 “ 安全功能 ” 的概念定义为 “ 一种结构，承认由信息系统处理、存储或传输的

信息很少能通过单一保障或防范措施 （即安全控制措施）进行保护 ”。每个组织都应努力满足相

关行业标准的要求。虽然本文不证明对特定标准的合规性，不过 “ 功能 ” 却是威胁管理系统和本

文的核心概念。表 1 列出了威胁管理系统功能及其说明与 “ 整个攻击过程 ” 中各个阶段和相关产

品的对应关系。某些产品涵盖多种功能，因此产品与功能并非始终 1:1 对应。

表 1 威胁管理系统功能 

威胁管理系统功能 说明 攻击前 攻击中 攻击后 产品

威胁控制和补救 文件、数据
包，以及基于
数据流的威胁
检测和分析

终端保护代理、
基于网络的数据
流保护

基于云的终端分
析、基于网络的
文件分析、基于
网络的数据流分
析、基于签名的
分析、沙盒分析

连接和数据流分
析与补救

Sourcefire 

FireSIGHT、入侵

防御、基于网络
的 AMP、邮件 

AMP、 CWS 

AMP、适用于

终用户和移动设
备的 FireAMP

访问控制和分段 访问控制策略、
分段、安全隔离

终端组分配、安
全区域、用户对
资产的访问策略

交换矩阵实施、
防火墙策略实施、
流量规范化和协
议合规性

策略实施和日志
记录

ASA 5585-X、

SGT、 SGACL、

SXP 和支持 

TrustSec 的交换矩

阵或采用 ASAv 

的 ACI 交换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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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控制和补救

您需要获得在 短的时间内识别威胁并做出补救的能力。这并非时间点功能，而是具备追溯性的
持续功能，即使有个别恶意软件 初没有被发现，系统稍后也能找到该恶意软件并对造成的危害
进行补救。

访问控制和分段

访问控制策略和实施是网络安全的基础，并且将来仍然会是关键的基本要素。分段也是用于分离
流量的一个关键要素，但是组织尚未充分发挥该技术的 大能力。在大多数 （几乎是所有）合规
性标准中，这两项功能通常被视为相互独立，并被划分成单独的控制措施。我们现在把这两项功
能合并在一起，因为在设计和部署网络时，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每个部署了适当分段策
略的网络都应同时部署相关的访问控制策略来定义安全域。在发生数据泄露时，大型安全域往往
会让组织面临重大风险。新的分段技术可以减小安全域的大小，并且使它们更易于管理。

身份管理

所有组织都具有某种形式的身份管理和授权功能，例如通过 Active Directory 验证用户身份。遗

憾的是，并非所有组织都通过部署相关功能在身份验证期间对用户进行安全评估，以及根据用户
终端设备、所在位置或其他相关标准将用户映射到合适的安全策略。对于实现稳健的威胁管理功
能而言，这项功能对于结合用户情景考虑流量、文件分析、网络连接以及开展任何其他网络活动
也具有重要作用。

身份管理 用户身份和访问
权限安全评估、
基于网络的用户
情景

用户与组、资源
和可接受的访问
位置的映射

用户情景分析 用户访问和威胁
源分析与补救

Active Directory、

Cisco ISE、
Sourcefire 
FireSIGHT

应用可视性与可
控性

文件控制和轨迹、
网络文件轨迹、
应用隔离、数据
丢失保护

内部和外部应用
访问限制和控制
策略

应用控制策略
实施、敏感数
据检测

对网络上正在受
访问和正在运行
的所有应用的可
视性

Sourcefire 访问控

制、 Sourcefire 
NGFW

日志记录和可跟
踪性管理

威胁调查分析和
合规性

正确配置威胁管
理系统报告

有效带外日志
记录

由适当的威胁功
能管理平台即时
访问。将日志整
合至中央储存
库，以实现更深
入的调查分析和
合规性

适用于短期日志
记录的 FireSIGHT 

管理中心、适用
于更长期 NetFlow 

分析日志记录的 
Lancope 

StealthWatch、用

于实现日志管理
合规性的 SIEM

（SIEM 在项目范

围之外）

表 1 威胁管理系统功能（续）

威胁管理系统功能 说明 攻击前 攻击中 攻击后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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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可视性 

对于所有组织而言，全网络范围的应用可视性都是网络威胁防御措施中需要具备的一项关键功
能。应用仍然是主要的攻击媒介，因此分析应用在访问数据中心资产时的异常行为及其通信流有
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日志记录和可跟踪性管理

捕获网络和终端活动各个方面的详细日志仍然是一项重要功能。可跟踪性不仅意味着为警报添加
时间戳，还需要能确定恶意软件侵入网络时的文件轨迹。发现漏洞时，组织必须要能开展深入的
调查分析。

功能与 NIST 控制事务的映射

合规控制映射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过为完整起见，我们下面对此予以简单介绍。我们简单看一
下 NIST SP 800-53 刊物和 SANS“20 大重要安全控制事务 ” 即可了解上文讨论的功能与这两个刊

物中介绍的控制事务的对应关系。如表 2 所示，并非所有控制事务都有映射，但大多数网络安全

控制事务都能得到解决。

实施集成威胁防御措施的战略要务

要在攻击前、攻击中和攻击后针对所有攻击媒介提供全方位保护，并确保始终能随时做出实时响
应，则必须考虑几个至关重要的必要元素。这些要务的说明如下。

可视性驱动

安全运营团队必须能够准确查看 “ 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 ” 和 “ 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 ” 才能有效开

展工作。这要求他们综合考虑攻击媒介广度和各个攻击媒介的深度。广度是指，能够跨网络交换
矩阵、终端、邮件和 Web 网关、移动设备、虚拟环境和云来查看和收集源于所有潜在攻击媒介

的数据，从而获得对环境和威胁的认识。

表 2 威胁功能与控制选项映射 

威胁控制 访问控制和分段 身份管理 应用管理 日志记录和可跟踪性

容量 文件、数据包，
以及基于数据
流的威胁检测
和分析

访问控制和分段 用户身份和访问
权限安全评估、
基于网络的用户
情景

应用可视性与可
控性

威胁调查分析和合
规性

NIST 相关控制事务 事件响应、维
护、介质保护、
风险评估、系统
和信息完整性

访问控制、系统
和通信保护

访问控制 系统和信息完整
性、访问控制

审核与责任

SANS  20 大重要安
全控制事务

连续漏洞评估和
补救、恶意软件
防御措施、数据
保护

授权和未授权设
备资产清单、边
界防御、根据 “

需要了解 ” 原则

控制访问权限、
安全网络工程

根据 “ 需要了解

” 原则控制访问

权限、安全网络
工程

授权和未授权软
件资产清单、安
全网络工程

审核日志维护、监
控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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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设计概述

深度

深度有助于实现以下能力：关联这些信息、应用情报来了解情景、做出更好的决策，并手动或自
动采取行动。为这种全面的情景感知型检测提供支持的技术被称为 FireSIGHT，而这也形成了 
FireSIGHT 管理中心的技术基础。

图 8 显示了解决方案所需的广度，并展示了一个 “分析摘要”示例 （深入分析了各种攻击媒介

上因攻击媒介广度范围内的一个或多个事件而引起的 “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此分析摘要能
够实现深入分析功能，让安全运营团队可以缓解攻击流程树中各种元素的威胁。

图 8 展示广度和深度示例 - 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

侧重于威胁

现在的网络已经大大扩展，一切有员工和数据存在的地方、一切可以访问数据的地方都有网络。
尽管尽了最大努力，对于所有相关人员而言，应对不断变化的攻击媒介仍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
种持续的变化也给攻击者带来了可乘之机。攻击者就是利用系统中存在的漏洞达到目的。策略和
控制措施对于减少攻击面而言是必需的，但网络仍然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那样的威胁。因此，技
术必须专注于检测、了解和阻止威胁。专注于威胁意味着站在攻击者的立场上去思考，运用可视
性与情景来了解和适应环境中的变化，然后发展防护措施，从而采取行动并阻止威胁。随着高级
恶意软件和零日攻击的出现，这已成为一个需要持续分析和实时安全情报的持续流程。其中，实
时安全情报应来源于本地情报和云端，并在所有产品中共享，以增强效力。

推动实现威胁管理的技术
17 

跨越事件视界的追溯性安全

追溯性安全功能是思科安全解决方案的独特优势，可为对抗高级威胁和现代恶意软件奠定基础。
追溯性安全功能可通过持续的大数据分析汇聚整个扩展网络范围内的数据和事件，从而提供持续
的文件跟踪和分析，确保可对最初被认为安全可靠，但现在发现存在恶意威胁的文件发出警报并
做出补救。如果某个文件最初通过了检测系统的检查，被认定是良性文件或威胁程度未知，但是
后来被发现属于恶意文件，系统能够以追溯的方式识别该文件、了解并控制其爆发范围，并最终
自动对该恶意软件采取追溯性补救措施。在引入和成功实施这种结构之前，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跟
踪跨越事件视界 （例如，文件跟踪中的 “不可恢复点”）的攻击，有的文件进入网络时可能状态



 

   
  解决方案设计概述
“ 良好 ”，但之后会隐藏起来把自己嵌入用户系统之中，图谋将来开展破坏活动。

图 9 显示了跨越事件视界进行追溯性分析的一个示例，并在时间点检测和追溯性持续分析之间进

行了比较，其中使用了多种被视为威胁管理系统关键组件的常见防恶意软件技术 （例如杀毒软
件、 IPS 和沙盒）。尤其是随着现代威胁隐隐开始出现 “ 沙盒感知 ” 趋势，这一功能变得愈发关

键。图 9 的上半部分展示不具追溯性的典型时间点检测的不足，下半部分在时间点 “ 初始安全状

态 ” 的基础上添加持续分析，从而证明追溯性对捕获现代恶意软件和抵御高级攻击的必要性。我

们还能通过下半部分显示的内容了解到，威胁管理系统要跨事件视界准确提供威胁的潜在爆发 “

范围 ”，以及准确应用相关措施来动态抵御将来的爆发，目标可视性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图 9 事件视界 - 时间点检测与持续分析比较

关键追溯技术 - 轨迹

轨迹是思科的一项独特技术，能够防止安全解决方案弄丢超出事件视界的恶意软件，对于现代数
据中心里应采用的以事件为中心或以威胁为中心的安全模式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组件。除了能够
增加可视性之外，轨迹技术的固有特性还能帮助安全运营团队确定爆发的范围和爆发的时间，并
在整个网络范围内或在系统 / 终端级别跟踪恶意软件或可疑文件。轨迹技术是贯穿整个高级恶意

软件保护解决方案产品组合的一项功能。

轨迹技术就像是恶意软件的网络版 “ 黑匣子 ”，能够记录恶意软件所做过的一切和去过的所有地

方。如今的恶意软件具有动态特征，可以通过多种攻击媒介进入网络或终端，并且它们在预定目
标上运行之后，通常会执行大量恶意和 / 或貌似良性的活动，包括下载其他恶意软件。利用大数

据分析的力量，该解决方案可以捕获这些文件活动并为之创建视觉化地图，从而提供对所有网
络、终端和系统层面活动的可视性，方便安全人员快速确定恶意软件的进入点、传播情况和行
为。这样就对恶意软件攻击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视性， 终填补了检测、补救和控制恶意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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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设计概述  
件爆发之间的空白。这是追溯性安全功能的一个关键推动因素，只有思科才能提供这一能力。

网络文件和设备轨迹

安全人员努力想要更广泛地了解恶意软件造成的影响、所处的情景和在整个网络和终端范围内的
传播情况。恶意软件检测工作是一次孤立事件还是会影响多个系统？了解这方面的信息非常有必
要。文件轨迹能够使用现有 FirePOWER 设备或 FireAMP 连接器在全网范围内跟踪恶意软件，并

提供大量详细信息，包括进入点、传播情况、所用协议，以及涉及哪些用户或终端 （请参阅图 10 

和图 11）。

网络文件轨迹能够跟踪整个组织内的情况并回答以下问题：

• 哪些系统受到了感染？

• 谁 先受到感染 （“0 号感染者 ”）？何时受到感染？

• 入口点在什么地方？

• 发生了什么情况？

• 带来了哪些其他后果？

图 10 全网文件轨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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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动态文件分析摘要

文件轨迹和设备轨迹提供的基于文件的功能可以进一步增强思科的能力，从而实现更深入的数据
收集，并在系统层面提供对恶意软件和文件活动的可视性。这还为安全和事件响应团队提供了重
要分析能力，让他们能开展根本原因分析，并追踪被侵入系统上的恶意软件与可能存在的更大范
围感染之间的确切关系。设备轨迹让系统能够通过快速的根本原因分析打破再感染生命周期。

设备轨迹具备强大的搜索和过滤功能，可以查找所有系统上的可疑活动，甚至可以在已安装 

FireAMP 的系统上进行深度分析，因此能够追踪被侵入系统上的恶意软件与更大范围感染之间的

确切关系。利用设备轨迹，客户很快就能在一个系统上找到可疑活动和恶意活动，然后在所有系
统上以极快的速度搜索类似表现。设备轨迹可以跟踪诸如父项和子项沿袭和关系之类的活动和数
据：相应文件创建了哪些文件、相应文件是由哪些文件创建的、相应文件下载了哪些文件，以及
相应文件是由哪些文件下载的。设备轨迹还会调查来源进程，例如什么进程发起或执行其他进
程。此外，设备轨迹还跟踪通信相关信息，例如 IP 地址、端口、协议和 URL。（请参阅图 12。）

另外，掌握动态轨迹信息后可以快速识别潜在的危害表现。危害表现是指一些变动和其他行为，
这些变动和其他行为表示已经出现了危害情形，或者很可能发生破坏活动。设备轨迹能够深入洞
察设备信息并回答以下问题：

• 威胁是如何侵入系统的？

• 特定设备上的感染情况有多糟糕？

• 发生了哪些通信？

• 有什么情况是我不知道的？

• 事件链是怎样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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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文件和设备轨迹

与上文所述的攻击链类似，您在 FireSIGHT 管理中心里浏览各个屏幕来解决入侵问题和处理危害

表现时也有一系列要遵循的流程。图 13 展示了操作员在分析潜在威胁时应遵循的一个流程示例。

下一节将为根本原因分析步骤中的每个环节提供一些屏幕截图示例。

注 这只是示例工作流程；本节介绍的示例流程不能代表 FirePOWER 管理系统的所有能力和功能。

图 13 网络防御者分析工作流程示例

操作员可以在 “ 情景管理器 ”(Context Explorer) 屏幕上展开细目，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请参阅

图 1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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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 情景管理器 ”(Context Explorer) 主屏幕

进一步展开细目后，屏幕上将显示 “ 危害表现 （按主机） ”(Compromise by Hosts) 和 “ 主机 （按

指示） ”(Hosts by Indication) 指示信息（如图 15 所示）。 “ 危害表现 ”(Indicators of Compromise) 

屏幕上的信息非常有用，可以帮助操作员快速找到被认定受到危害的主机，并且展开细目后即可
打开 “ 主机简档 ”(Host Profile) 屏幕显示更深层次的情景。

图 15 受到危害主机的指示信息
22   



 

  解决方案设计概述  
图 16 展示的是展开危害表现指示信息细目后显示的 “ 流量 （按风险和应用） ”(Traffic by Risk 

and Application)、 “ 入侵事件（按风险和应用）”(Intrusion Events by Risk and Application) 和 “ 主

机 （按风险和应用） ”(Hosts by Risk and Application)。

图 16 危害表现指示信息（按客户端应用）

图 17 展示 “ 入侵信息 ”(Intrusion Information) 详情屏幕，操作员可以根据其中提供的 “ 入侵 （按

影响和优先级） ” 信息，将活动重点放在 重要、优先级 高的问题之上。另请注意，此屏幕上

提供细分选项，可以查看系统识别出来的各个恶意软件的详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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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入侵信息详情

再进一步深入分析入侵信息就来到了 “ 经验证的威胁默认工作流程 ”(Verified Threats Default 

Workflow) （请参阅图 18）和 “ 入侵事件细节 ”(Intrusion Event Specifics) （请参阅图 19）屏幕。

图 18 已验证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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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案设计概述  
再进一步深入分析就将来到 “ 事件细节 ” 屏幕中的 “ 恶意软件事件属性 ” 步骤 （请参阅图 19）。

图 19 事件细节

完成对入侵细节的深入探究之后，在工作流程中接下来要开展的步骤是了解被攻击视作目标的
文件。

“ 文件信息 ”(File Information) 屏幕 （请参阅图 20）开始显示由网络 AMP 或 FireAMP 客户端分

析得到的恶意软件与受危害文件的对应关系。在这个步骤中能够查看文件名、主机和恶意软件对
应关系。请务必注意从网络视角审视此视图中的信息，因为恶意软件检测中很可能涉及多个主机。

图 20 恶意软件和文件详情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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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上部分所示，网络文件轨迹功能为受到危害的设备和文件提供了网络范围视图。图 21 展示

了 “ 网络文件轨迹 ”(Network File Trajectory) 屏幕，以及展开细目后显示的 “ 主机简档 ”(Host 

Profile) 屏幕，并在其中展示危害表现与主机的对应关系。

图 21 网络轨迹和主机简档

选择检测到的恶意软件危害表现即可显示此主机的恶意软件检测详细属性并据之采取措施 （如
图 22 所示）。此屏幕能够提供有关恶意软件事件的情景信息，让操作员能够评估可疑文件给组织

带来的风险，甚至操作员在还未选择将此文件发送到思科 Sourcefire 云进行沙盒处理之前即可进

行评估。安全情报 Feed 源通过利用思科 Sourcefire 云、 VRT 和其他大数据源实现了根据流量来

源和目标配置策略。此屏幕还会引用思科 Sourcefire 云提供的 URL 信誉。通过利用多种威胁事件

来源，操作员可以掌握有关威胁的完整情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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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基于情景的已验证威胁

图 23 显示通过对可疑文件进行一系列分类 / 打分后得出的 终分析结果详情。在工作流程中的这

一阶段，操作员可以选择对文件采取适当措施。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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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威胁分析详情

再次重申，以上展示的工作流程只是一个简单示例，介绍操作员如何使用 FireSIGHT 管理中心逐

步完成分析流程，从而为解决方案确定适当的后续步骤。

全路径覆盖威胁管理功能

FirePOWER 系统提供的大量技术能够实现广泛的威胁管理功能；然而，在以 “ 攻击前、攻击中

和攻击后防御 ” 作为主要设计理念来设计安全架构时，有一点非常明显，那就是其中的功能必须

覆盖整个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不能只适用于单个时间点或是只能应对一种攻击媒介。

图 24 展示了恶意软件如何尝试通过受到危害的用户设备侵入数据中心服务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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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 攻击前、攻击中和攻击后 ” 模式实际应用

1. 客户端上的 FireAMP 对客户端文件进行分析，识别和删除恶意软件。 ISE 通过应用白名单对
用户和设备执行安全评估。用户活动发送到 FireSIGHT 管理中心。 FireAMP 将调查结果报告
给 FireSIGHT 管理中心。

2. 思科交换矩阵实施 SGACL，并将 NetFlow 记录发送至 FireSIGHT 管理中心和 Lancope 
StealthWatch 进行流量分析。

3. Nexus 7000 至 ASA/FirePOWER 设备集群交换矩阵的连接防止数据黑洞和逃避检查。

4. 恶意软件数据包进入 ASA 集群，实现扩展访问控制列表实施、流量规范化和协议检测。

5. 恶意软件数据包进入 FirePOWER 设备，实现入侵防御、网络 AMP 文件分析、应用检测和控
制、文件轨迹、网络轨迹和敏感数据 DLP。

6. 通过安全群落架构实现安全应用分层、东 - 西虚拟机监控程序层安全、东 - 西群落安全、自动
安全工作负载调配和服务链。在安全群落架构中利用 ASAv 和虚拟 FirePOWER 设备进一步增强
保护。

/

ASA 5585
3D8250

SXPSXP  
SGACLs

/

FireAMP 
SGACL 
Net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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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AMP

 
S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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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Sec S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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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已得到验证的组件

采用 TrustSec 的单站点集群是此验证的基础。表 3 中列出了此解决方案中其他已得到验证的组件。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如前所述，在构建能够对影响数据中心的威胁予以有效回应的系统时，要做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保持对威胁功能的高度重视。下一节提供的指导将介绍如何在交换矩阵中集成 FirePOWER 

下一代 IPS 设备。接着还会介绍 FirePOWER 设备的高级技术和功能以及终端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 所提供的功能。本节的目标是介绍如何通过全面部署威胁管理系统功能来实现高效回应，

从而为数据中心提供保护。

FirePOWER 设备和管理平台集成

平台管理 - FireSIGHT 管理中心

FireSIGHT 管理中心为 FirePOWER 设备部署提供集中管理点和事件数据库。 FireSIGHT 管理中

心将入侵、文件、恶意软件、发现、连接和性能数据汇聚和整理在一起。这样一来就能够监控 

FirePOWER 设备综合多方面数据报告的信息，并总体评估和控制网络中发生的活动。

FireSIGHT 管理中心的主要功能包括： 

• 设备、许可和策略管理 

• 使用表格、图形和图表显示事件和情景信息 

• 运行状况与性能监控 

• 外部通知和警报 

• 关联、危害表现和补救功能 （实现实时威胁响应） 

• 报告

• 高可用性 （冗余）功能 （确保工作连续性）

表 3 已得到验证的组件  

组件 角色 硬件 版本

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 
(ASA) 

数据中心防火墙集群 思科 ASA 5585-SSP60 思科 ASA 软件版本 
9.2

FirePOWER 设备 下一代 IPS 平台 3D8250 5.3

FireSIGHT 管理中心设备 下一代 IPS 平台管理 DC3500 5.3

FireAMP 终端恶意软件防护 不适用 版本 XX

Cisco Nexus 7000 汇聚和 FlexPod 接入

交换机

Cisco 7004 NX-OS 版本 6.1(2)

注 思科 FireSIGHT 管理中心随附 FireSIGHT、保护、恶意软件、应用和 URL 控制功能的许
可，因此在 FirePOWER 设备上可以使用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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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ireSIGHT 管理中心管理 FirePOWER 物理和虚拟设备必须要通过网络连接实现适当的通信

流。图 25 展示了 FirePOWER 物理和虚拟设备与 FireSIGHT 管理中心之间的信息流。

图 25 FireSIGHT 管理中心和 FirePOWER 设备之间的通信流

使用冗余 FireSIGHT 管理中心

通过将两个 FireSIGHT 管理中心部署为高可用性对，可以在一个 FireSIGHT 管理中心故障时实现

冗余功能。在两个 FireSIGHT 管理中心之间可以共享策略、用户帐户及更多内容。事件会自动发

送到两个 FireSIGHT 管理中心。

FireSIGHT 管理中心会定期针对彼此配置的更改进行更新，而且其中一个 FireSIGHT 管理中心上

进行任何更改之后，另一 FireSIGHT 管理中心应在十分钟内应用同一项更改。每个 FireSIGHT 管

理中心有五分钟同步周期，但是同步周期本身可能不同步， 多相差五分钟，在两个五分钟周期
内进行的更改也可能不同步。在这十分钟之内，两个 FireSIGHT 管理中心上的配置可能有差别。

高性能对中的 FireSIGHT 管理中心分享以下信息： 

• 用户帐户属性

• 身份验证配置 

• 自定义用户角色 

• 用于用户帐户和用户感知的身份验证对象，以及访问控制规则中的用户条件可用的用户和组。

• 自定义控制面板 

• 自定义工作流程和表格 

• 设备属性 （例如设备的主机名、设备生成事件的存储位置和设备所在的组） 

• 入侵策略及相关规则状态 

• 文件策略 

• 访问控制策略及相关规则 

• 本地规则 

• 自定义入侵规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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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和用户定义的变量 

• 网络发现策略 

• 用户定义的应用协议检测器及检测的应用 

• 激活的自定义指纹 

• 主机属性 

• 网络发现用户反馈，包括注释和主机重要性；从网络映射中删除主机、应用和网络；以及消
除或修改漏洞 

• 关联策略和规则、合规性白名单和流量简档 

• 更改协调快照和报告设置 

• 入侵规则、地理位置数据库 (GeoDB) 和漏洞数据库 (VDB) 更新 

FireSIGHT 管理中心设备有三种型号，各自的额定性能如表 4 所示。

注 可以使用虚拟 FireSIGHT 管理中心可用， 多支持管理 25 台物理和 / 或虚拟设备。虚拟 
FireSIGHT 管理中心与 VMware ESX4.5/5.x 或更高版本兼容， 低需要四核 CPU 和 4GB 内存。

许可注意事项

思科验证设计中通常不涵盖有关产品和应用许可的主题，不过由于 FirePOWER 设备支持一系列

全面的技术和功能，因此本文档为完整性起见将在下面简要介绍有关许可的适当内容。

FireSIGHT

FireSIGHT 管理中心自带 FireSIGHT 许可，并且必须具备此许可才能执行主机、应用和用户发现功

能。 FireSIGHT 管理中心的 FireSIGHT 许可用于决定 FireSIGHT 管理中心及其管理的设备可以监视

的单个主机和用户的数量，以及可以对多少用户执行用户控制。（请参阅表 5。）思科建议在 初

设置 FireSIGHT 管理中心时添加许可。否则，初始设置期间注册的所有设备在添加到 FireSIGHT 管

理中心时会处于未授权状态。初始设置流程结束后，必须在每台设备上单独启用许可。

表 4 FireSIGHT 管理中心性能 

DC750 DC1500 DC3500

管理的最大设备数 10 35 150

最大 IPS 事件数 2000 万 3000 万 1.5 亿

事件存储 100 GB 125 GB 400 GB

最大网络映射 （主机 /
用户）

2k/2k 50k/50k 300k/300k

最大流量 2000 fps 6000 fps 10000 fps

高可用性功能

无人值守管理 (LOM) RAID 1、 LOM、高可

用性配对 (HA)

RAID 5、LOM、HA、

冗余交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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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 保护 ” 许可允许受管设备执行入侵检测和防御、文件控制和安全情报过滤。

控制

“ 控制 ” 许可允许受管设备执行用户和应用控制， 还允许设备执行交换和路由 （包括 DHCP 中

继）、网络地址转换 (NAT)，以及将设备和堆叠添加到集群。 “ 控制 ” 许可以 “ 保护 ” 许可为前

提。

URL 过滤

“URL 过滤 ” 许可允许受管设备使用定期更新的基于云的类别和声誉数据，根据受监控主机请求

的 URL 确定哪些流量能够流经网络。 “URL 过滤 ” 许可以 “ 保护 ” 许可为前提。

恶意软件

“ 恶意软件 ” 许可允许受管设备执行基于网络的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利用此功能，平台可

以检测、捕捉和阻止在网络上传输的恶意软件文件，并提交这些文件以进行动态分析。利用此功
能，操作员可以通过查看文件轨迹来跟踪在网络中传输的文件。 “ 恶意软件 ” 许可以 “ 保护 ” 许

可为前提。

下一代 IPS 交换矩阵集成

内嵌式部署的 FirePOWER 设备可根据多个条件影响流量。 FirePOWER 设备提供的威胁管理功能

远远超过传统 IPS 设备。本文档将在剩下的篇幅中详细介绍这些功能。

ASA 集群集成

采用 TrustSec 的单站点集群思科验证设计 (CVD) 提供了大量设计和部署注意事项，详细介绍了

有关集成在集群模式下运行的 ASA 5585-X 的注意事项。受该 CVD 发布的影响， ASA 操作系统

也已推出了新 9.2 版本。 新的 9.2 版本通过 EtherChannel 支持 多 16 条活动链路，从而提高了

可扩展性。这让客户能够扩展到一个集群中 多 16 台 ASA 5585-X 设备，支持的带宽 高可达 

640Gbps。

表 5 FireSIGHT 限制 （按 FireSIGHT 管理中心型号）

FireSIGHT 管理中心型号 FireSIGHT 主机和用户限制

虚拟 FireSIGHT 管理中心 50,000

DC500 1000 （无用户控制）

DC750 2000

DC1000 20,000

DC1500 50,000

DC3000 100,000

DC35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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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ASA 集群时，所有 ASA 的配置必须完全相同， ASA 系统才能正常工作。此外，所有 ASA 

还必须以一致的方式部署。其中包括在每个设备上使用相同类型的端口连接交换矩阵。集群控制
链路使用相同端口连接交换矩阵，数据链路也是一样。正确部署 ASA 集群后，集群中的主要设

备会将其配置复制到集群中的其他设备，因此集群中的所有设备必须采用一致的配置。

ASA 集群性能

在集群中添加一台新 ASA 5585-X 对系统总吞吐量带来的提升相当于该装置总处理能力的约 

70%。 ASA 5585-X-SSP60 的吞吐量为 40Gbps 佳流量、巨帧或 UDP，以及约 20Gbps 

IMIX/EMIX 流量。 大连接数和每秒连接数的比例因子分别为 60% 和 50%。（请参阅表 6。）

ASA 集群运行状况

主要设备通过在集群链路上发送 “ 保持连接 ” 消息来监视集群中的每个设备。当 ASA 接口以跨

越式 EtherChannel 模式运行时，设备会监视该 cLACP 消息并向主设备报告链路状态。启用运行

状况监控功能时，故障装置会从集群中自动删除。如果主装置发生故障，集群中优先级 高的另
一位成员将承担主装置角色。

ASA 与传统思科 IPS 之间的流量

本文已多次指出，此解决方案构建于采用 TrustSec 的单站点架构基础之上，因此保证 FirePOWER 

设备与 ASA 5585-X 16 节点集群的集成在架构上保持一致极为关键。下面简要介绍 ASA 5585-X 

中的 IPS 模块流量如何提供适当的情景以及本设计指南介绍的架构方法背后的逻辑。

ASA 5585-X 是双插槽机箱，机箱中的第一个插槽由 ASA 5585-X-SSP60 模块占用。采用 TrustSec 

的单站点集群设计指南提供了在第二个插槽中集成 IPS 模块 (5585-SSP-IPS60) 的指南。 IPS 模块集

成到第二个插槽后，流量将非常类似于采用 “ 单臂 IPS” 方法。 ASA 上配置的流量策略将识别需要

流经 IPS 模块的流量以进行深度数据包检测 （如图 26 所示）。虽然流量始终是在 ASA 机箱内部，

不过期间会发生流量离开 ASA 模块，流经 IPS 5585-SSP-IPS60 模块再返回 ASA 模块的过程。下一

节介绍如何修改此基本模型，从而在数据中心交换矩阵中集成 FirePOWER 设备。

表 6 ASA 集群性能

功能 性能

ASA 5585-X 防火墙吞吐量 - 多协议 20Gbps

ASA 5585-X 16 节点集群 (IMIX/EMIX) 224Gbps

TCP 每秒连接数 （1 个机箱） 350K cps

ASA 5585-X 16 几点集群 TCP 每秒连接数 2.8M cps

并行 （ 大） TCP 连接数 （1 个机箱） 大 10M

ASA 5585-X 节点集群 大连接数 大 9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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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ASA 与 IPS 5585-SSP-IPS60 之间的数据流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设计

本节将介绍多种架构方案，现有 Nexus 和 ASA 数据中心客户可以通过这些方案获得 Cisco 

FirePOWER 系统的高级威胁管理功能。每个设计方案都旨在让安全系统集成保持 高标准，就

网络影响而言，包括 大程度降低风险、数据包丢失和停机时间，并且 大程度提高现有高可用
性数据中心的规模和功能。我们还在三种原始设计方案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设计指南，帮
助客户在为实现面向企业的安全数据中心产品组合而更新架构时能够 大程度保护投资。方案因
部署类型 （例如内嵌式与被动式、物理和虚拟）、规模和流量管理，以及安全解决方案自身的可
扩展性或支持的功能而异。所有方案都保证数据中心网络能提供客户期望从思科产品中获得的关
键性和强制性重要功能。这些重要功能如下： 

• 高可用性

• 零停机时间

• 数据流生存力

• 硬件和链路冗余

• 链路多样性和确定性流量处理

• 预计并正确处理不对称数据包流

• 避免不可接受的异常流量或流量黑洞

• 弹性扩展

• 低延迟

• 服务无默认丢包惩罚

• 易管理性 / 可视性 / 协调

• 安全性和合规性

下文将详细介绍的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方案包括：

• 方案 1 - 内嵌式 FirePOWER 设计 （ASA 集群情景配对）

• 方案 2 - 被动式 FirePOWER 设计

• 方案 3 - 虚拟 FirePOWER 和虚拟 ASA 设计 

以下页面将详细介绍每个方案，并通过威胁流程图展示如何在攻击前、攻击中和攻击后应用以威
胁为中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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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1 – 在 ASA 集群中内嵌式部署 FirePOWER 

当出于规模原因，部署必须以物理封装完成时， ASA 集群情景配对技术能够为使用 ASA 的内嵌

式 FirePOWER 下一代 IPS 部署提供 高的扩展吞吐量。内嵌式部署还有一项好处，那就是能在

恶意流量攻击预定目标前将其拦截，而且拦截操作发生在网络中的 佳位置：恶意流量源头。通
过 ASA 集群情景配对，安全数据中心设计能够在 ASA 集群范围内使用完整安全功能。

• 通过 OpenAppID™ 实现应用可视性与可控性 

• URL 分类和相关危害表现

• FireSIGHT™ 终端可视性、情景和相关危害表现 

• 下一代 IPS，以及由 FirePOWER™ 带来的高级威胁管理功能

• 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

• 用户身份管理选项

• 基于云的大数据分析，以及利用思科托管威胁防御服务

• 文件和网络轨迹

• 时间点分析和追溯性 （连续）分析

• 漏洞管理

• 补丁管理

• 调查分析

• 下一代 IPS 系统的故障时打开或故障时关闭功能

• 全面的高级网络功能，例如 ASA 部署标配的 DRP 和 BGP

• 直接与安全群落架构虚拟组件集成 （请参见下文方案 3：安全群落中的虚拟威胁管理）

ASA 集群情景配对设计方案给内嵌式系统中的现有物理数据中心网络部署带来的变化 少，部署

过程不会造成数据中心停机并且能够利用 ASA 集群内在功能管理不对称流量，从而保证无论是 

ASA 装置还是 FirePOWER 设备，在出现任何故障情形时都能得到零丢包保护。

设计本身是通过 FirePOWER 设备与 ASA 5585-X 的互连（通过每个机箱上的双 10GE 接口实现）

和通过利用 VLAN 标签重写来完成的。设备之间的数据流仍然与 IPS 以模块形式嵌入 ASA 

5585-X 的典型数据流相同，只是流量额外增加了一个情景。为确保持续支持数据中心内的不对称

流量，还需要另外一个 （或南向） ASA 情景。此情景还与安全群落架构相结合，以实现安全多

租户虚拟化。每个 ASA 机箱两个情境是 ASA 标配，因此如果尚未进行多情景部署或已购买情景

许可，则没有必要再专门为此部署购买额外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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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和图 28 展示和解释了 ASA 集群情景配对方案需要对数据中心网络基础设施所做的 小更改。

图 27 FirePOWER 实施前的网络图

在本示例中， ASA 集群通过在 VLAN 2001 和 3001 之间使用 cLACP，在透明模式下实施。请注

意现有中继链路上 ASA 和 Nexus 7K 之间的 VLAN 流掩码 （2001 和 3001），并留意它们在 “ 实

施后 ” 示意图 （图 28）中的样子。

 VLAN 2001 3001 

ASA 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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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N 3001

SVI VLAN 2001SVI VLA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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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3001

VLA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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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FirePOWER 实施后的网络设计

在图 28 中， “ 实施后 ” 示意图展示了 ASA 集群主要设备的小变化。 ASA 将使用第二个（南向）

情景来支持对进出 FirePOWER 设备的不对称流量在两个方向进行处理。 VLAN 2001 仍然保留在

原始情景中 （除非已有多个情景投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它仍然是北向情景的成员 （注意：
北向命名可以是任意名称）。 VLAN 3001 将成为新的南向情景 “ 南向 ” 的成员（南向命名同样可

以是任意名称）。这些情景中会添加一个新 VLAN，添加到北向的是 2101，添加到南向的是 

3101。您将发现，主机网关或 VLAN 没有任何更改、中继流掩码没有任何更改 （修剪），而且解

决方案仍然利 ASA 集群中的现有链路连接 Nexus 7K 交换机，不需要对此进行任何更改。

这两个新 VLAN 能够有效地将 FirePOWER 设备夹在北向和南向 ASA 情景之间，从而将 

FirePOWER 设备集成到流程之中。这是为了确保能够通过利用 ASA 集群 CCL 不对称重组的固

有功能，在 FirePOWER 设备两侧进行非对称流量管理。 FirePOWER 设备将被添加到每个 ASA 

上的新物理 10G 端口并分配给每个 ASA 情景，从而提供能够利用 ASA 集群高度优化的流量语义

的网络背板式流量。

FirePOWER 设备 VLAN 标签交换

FirePOWER 设备可被配置用于第 2 层部署，从而在两个或更多个网络分段之间提供数据包交换。

在 ASA 集群情景配对部署中，您可以配置受管设备上的交换接口和虚拟交换机，让它们以独立

广播域的形式运行。虚拟交换机根据主机的 MAC 地址来确定数据包发送的目的地。这个时候，

ASA 就是起参考作用的主机。FirePOWER 设备的这种第 2 层部署用于将 FirePOWER 设备上的两

个 10G 以太网接口之间的 VLAN 标签交换至本地 ASA 上的专用 10G 接口。（请参阅图 29。）

 VLAN 2001 3001

 3001 3101

 2001 2101

3001 3101

 2001 2101

 VLAN 2001 3001

ASA 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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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ASA 5585-X 与 3D8250 之间的数据流

图 30 展示了集成了 FirePOWER 设备的 ASA 5585-X 集群的通信，具体如下所述。

数据包流 

1. 数据包到达 SVI VLAN 2001 - 向服务器 10.11.1.88 发出 ARP 请求 - ASA 回复外部接口 MAC 
地址

2. 经过 ASA 北向情景 1 进入 FirePOWER VLAN 2101，所用的物理接口通往 ASA 南向情景 2 - 
到达 ASA VLAN 2001 的数据包在 ASA （集群所有者 / 导向器等等）上接受策略处理。维持
该会话的对称数据流。

3. 接受了 FirePOWER 设备检查的数据包转发到 （外部 / 内部） ASA 情景 2 接口 - 将 VLAN 标
签交换至 3101

4. ASA 情景 2 处理策略，在前往 VL3001 的中继上重编数据包标签 - 使用 VLAN 3001 发回 
Nexus7K

5. Nexus7K 通过 VLAN 3001 将数据包转发到服务器

6. 数据包到达服务器 10.1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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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数据包流

处理不对称流量以保护流量安全

在设计合理的高可用性数据中心里应该会出现不对称流量，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您会希望出现不
对称流量，从而充分利用对数据中心网络交换组件的重大投资，以及 精细地使用可扩展 （上
行）链路。由于会话始终是双向的，因此始终存在这样的可能：即使是来源或目的地相同的流量
（基于对称 LACP 散列），在返程时所用的物理路径也可能不同。出于安全考虑，此过程中始终

要以保证准确性为原则，因此像下一代 IPS 这样的系统无法向您提供全面的可视性，也无法对它

看不到的数据包采取适当措施。这种准确性对因使用备用路径而造成的丢包现象的耐受度不是很
高。利用 ASA 集群情境配对能够有效地将 FirePOWER 设备夹在两个逻辑 ASA 集群之间。这样

一来，利用集群提供的固有不对称流量处理功能，就能保证正确的 FirePOWER 设备始终可以看

到会话中的每个数据包。在给定的会话中，无论流量在来源和目的地之间的方向如何，均能保证
这一点。当 FirePOWER 设备能够在会话中毫无例外地看到每个数据包后，也就满足了提供全面

安全完备性所需的准确性。图 31 显示了来源和目的地之间的不对称流量示例，以及 ASA 集群情

景配对如何通过使用 ASA CCL 保证每个会话的粘性。

VLAN 3001 1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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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图 31 在 ASA 集群情景配对中处理不对称数据流

数据包流 

1. 源自来源主机的数据包由本地交换机经由一个路径发送到 ASA A1 进行策略处理并转发 （假
设策略得到允许，并且 FirePOWER 设备的初始安全状态为 “ 安全 ”）。

2. 安全数据包通过预期路径到达目标主机。

3. 目标主机发送返程数据包。

4. 本地交换机为数据包选择允许到达 ASA A2 的 终路径。

5. ASA A2（使用 CCL 不对称重组语义）经由 CCL 转发数据包，数据包会到达正确的 ASA A1 
接受处理。

6. 数据包使用正确的路径通过情景配对发送，因此 FirePOWER 设备可以看到会话中的所有数据
包，从而提供准确的流程安全评估。

7. 安全数据包按预期到达来源。

设计方案 - 无额外 VLAN 的 ASA 集群配对

如果未使用或不打算使用安全群落架构实现多租户虚拟化，可以在部署 ASA 集群配对的时候仅

使用前两个 VLAN （在此情景中为 2001 和 3001）。如图 32 所示，在此设计方案中， ASA 连接 

FirePOWER 设备的接口是分配给北向和南向情景的专用接口，并且未分配 VLAN 标签。此设计

方案也不需要 FirePOWER 设备执行任何 VLAN 标签交换。 EEM 配置同样适用于此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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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图 32 无额外 VLAN 的 ASA 集群情景配对

图 33 展示了未在部署中分配额外的 VLAN 标签时，采用 FirePOWER 设备的 ASA 5585-X 集群的

通信。

注 部署指南中不对此方案进行验证。

数据包流 

1. 数据包到达 SVI VLAN 2001 - 向服务器 10.1.1.88 发出 ARP 请求 - ASA 回复外部接口 MAC 
地址。

2. 经过 ASA 北向情景 1 进入 SF，所用的物理接口通往 ASA 南向情景 2 - 到达 ASA VLAN 2001 的
数据包在 ASA （集群所有者 / 导向器等等）上接受策略处理。维持该会话的对称数据流。

3. 接受了 FirePOWER 设备检查的数据包转发到 （外部 / 内部） ASA 情景 2 接口。

4. ASA 情景 2 处理策略，在前往 VL3001 的中继上重编数据包标签 - 使用 VLAN 3001 发回 
Nexus7K。

5. Nexus7K 通过 VLAN 3001 将数据包转发到服务器。

6. 数据包到达服务器 1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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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图 33 无额外 VLAN 的 ASA 集群情景配对数据包流

IPS 故障时打开

确保流量即使是在设备故障的情况下也不会中断非常重要。下面选出的模块类型均具备接口模块
在故障时打开的功能，从而确保流量不会中断。所选接口带宽是根据 ASA 5585-X 的端口配置以

及相关联 Nexus 7000 的端口配置而定：

• 双端口 10GBASE 多模光纤接口，不具备可配置旁路功能

其他具备可配置旁路功能的接口可能与本设计指南的吞吐量不匹配，这些接口如下所示： 

• 四端口 1000BASE-T 铜缆接口，具备可配置旁路功能

• 四端口 1000BASE-SX 光纤接口，具备可配置旁路功能

• 双端口 40GBASE-SR4 光纤接口，具备可配置旁路功能 （仅 2U 设备）

注意， 8200 系列平台有四个 10G 模块，但它们不支持旁路功能。

VLAN 3001 1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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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嵌入式事件管理器可选部署 

当 FirePOWER 设备出现故障或 ASA 和 FirePOWER 设备之间的链路出现故障时，从 ASA 集群运

行状况检查到 ASA 将自己和 FirePOWER 设备从集群中取出可能有 9 秒的延迟。此延迟是由 

ASA 上的 EtherChannel 恢复机制造成的。即使 ASA VLAN 2101 （北向）和 ASA VLAN 3101

（南向）与 FirePOWER 设备连接所用的接口均为单一专用接口，由于配置 ASA 集群数据平面接

口的需要，它们还是会构成 EtherChannel。这虽然是仅包含一条链路的 EtherChannel，不过仍然

是 EtherChannel。 ASA 上的 EtherChannel 恢复机制要使用计时器让故障链路恢复和重新加入群

集，这种计时器仍然适用。对于 ASA 上的 EtherChannel 链路恢复，计时器目前的默认时间 （至

少）为 9 秒。正在开发的未来版本 ASA 代码将会修改此计时器，不过现在只需利用 EEM 监控接

口就能彻底轻松消除此延迟。建议使用独立 VLAN 在 ASA 和 FirePOWER 设备与 Nexus 7000 之

间建立任意速度的备用链路，从而使用 EEM 脚本监视故障并让此单链路 EtherChannel 立即恢复。

EEM 可监控事件，并可在发生监控事件或达到阈值时，发出警报信息或采取纠正性措施。 EEM 

策略用于定义事件和发生事件时所要执行的操作的实体 （请参阅图 34）。 EEM 策略有两种类

型：小程序或脚本。小程序是 CLI 配置中定义的一种简单形式的策略。脚本形式是用工具命令语

言 (Tcl) 编写的策略。

图 34 EEM 策略

注 ASA 已实施了精简版本 EEM，然而在此解决方案中，在 Nexus 7000 上使用 EEM 则是 EEM 的全
面实施。

图 35 显示的是群落 1 的北向和南向情景之间的 FirePOWER 设备，其中具有 Nexus 7000 与专用 

EEM VLAN 之间的额外连接。连接建立起来之后，使用如示意图中所示的 EEM 脚本配置 Nexus 

7000 即可消除 FirePOWER 设备出现故障时的 9 秒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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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图 35 EEM 部署

与集成威胁防御措施相关联的数据流 - 攻击前、攻击中和攻击后

图 36 展示恶意软件试图通过 ASA 集群情景配对方案，利用受到危害的用户设备访问数据中心服

务器的示例。在图中，您可以找到适用于 ASA 集群情景配对部署方案的攻击前、攻击中和攻击

后元素。此流程假设数据中心边缘的一个北向连接试图访问数据中心接入层中目标数据中心上的
文件或应用。

数据包流

1. 向 10.1.1.88 发出的服务器请求到达 Nexus 7000。遵循常规第 3 层和第 2 层流程引导请求到达
北向情景 ASA，以在 VLAN 2001 上进行策略处理。

2. ASA 执行策略检查，通过检查允许的来源 / 目标、协议、端口、 SGT 信息等缩小攻击面。确
认请求得到允许后，数据包会重新编写前往 VLAN 2101 的标签，然后转发到使用下一代 IPS 
的 MAC 地址的南向群集配对。

3. 请求中的数据包接受下一代 IPS 的处理，提供一系列全面的安全检查、扫描和管理。此步骤
包括威胁管理系统的所有要素，包括 （但不限于）应用可视性、地理位置策略、高级恶意软
件防护、危害表现、设备情境、轨迹等等。如果初始安全状态为 “ 安全 ”，数据包会重新编
写前往 VLAN 3101 的标签，然后转发到南向 ASA 情景 MAC 地址。

4. 数据包到达南向 ASA 情景，可能会完成额外的策略检查。

5. 策略得到确认后，南向情景 ASA 重新编写数据包前往 VLAN 3001 的标签，并将数据包转发
到 Nexus 7000，以发送到目标服务器 10.1.1.88。

6. 数据包到达接入层后，安全群落结构能够通过 ASAv 和虚拟 FirePOWER 设备提供安全应用分
层、东 - 西虚拟机监控程序层安全、东 - 西群落安全、自动安全工作负载调配和服务链。终
端上的 AMP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使用 Nexus 1000v，还会用到端口配置文件 SGT。
有关此步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安全群落架构设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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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图  36 ASA 集群情景配对中的威胁数据流 - 攻击前、攻击中和攻击后

有关每个攻击前、攻击中和攻击后组件的详情，请参阅本文档后面的 “ 威胁管理系统功能 ”。

方案 2 - 被动式 FirePOWER 设备设计

当因规模原因，部署必须以物理封装完成时，通过被动式设计模型使用 FirePOWER 系统的方案 

2 能够提供 高的扩展吞吐量并且延迟影响 小。此外，您可能需要监控虚拟层的流量，使用此

设计方案即可满足这一需求。

被动式部署不能在恶意流量攻击预定目标前将其拦截，但是当您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威胁可视性，
并且可以接受针对病毒爆发手动采取措施时，采用这种部署将让您非常满意。在被动设计中，安
全数据中心设计仍然可以在 ASA 集群规模利用一系列强大功能：

• 通过 OpenAppID™ 实现应用可视性与可控性 

• URL 分类和相关危害表现

• FireSIGHT™ 终端可视性、情景和相关危害表现 

• 防病毒和防恶意软件

• 下一代 IPS，以及由 FirePOWER™ 带来的高级威胁管理功能

   VLAN 2001 3001    VLAN 2001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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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 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

• 用户身份管理选项

• 基于云的大数据分析，以及利用思科托管威胁防御服务

• 文件和网络轨迹

• 时间点分析和追溯性 （连续）分析

• 漏洞管理

• 补丁管理

• 调查分析

图 37 中采用主用 / 备用配置形式设施了一个 FirePOWER 设备冗余配对。每个核心 Nexus 7000 交

换机上会创建一个 SPAN 监控会话。 Nexus 7000 允许创建 多 48 个监控会话，并且与大多数其

他思科交换机一样，既允许多来源接口 /VLAN，也允许多目标接口 /VLAN，同时还能监控传输 

(TX)、接收 (RX) 以及 “ 双向 ” 流量。此方案 （配置如图 37）将提供对经由核心进出汇聚层或边

缘的所有流量的可视性。另外，也可以选择以监控模式配置虚拟 FirePOWER 设备，从而获得对

接入层东 / 西流量的可视性。 FireSIGHT 管理中心将监控所有这些系统，并为收集的所有数据提

供单一数据源。以下示例涵盖了多种故障情景，包括：Nexus 7000 机箱、核心层和汇聚层之间的

任何上行链路、 FirePOWER 设备故障或系统中的任何故障接口。图 37 介绍了基本配置。有关配

置 Nexus 7000 SPAN 的更多详情，请访问以下 URL：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docs/switches/nexus-7000-series-switches/113038-span-nexus-c

onfig.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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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图 37 显示了受监视的物理南 - 北数据流和虚拟层东 - 西数据流。

图  37 被动式下一代 IPS 总体解决方案

与所有被动式 IPS 部署一样，规模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如果链路负载极其繁重，您可能

看不到 Nexus 7000 和 FirePOWER 之间单条 10G 链路上的所有流量。有多种选项可确保可视性的

完整，例如为 FirePOWER 设备添加额外的链路、调整总体规模 （当部署规模小并易管理时），

也可以选择在 FirePOWER 设备上使用 40G 接口。在图 37 中，如果所有核心链路均为 10G，则

潜在总流量为 80G。您可以相应调整监控解决方案的规模。

本示例中使用的 FirePOWER 高可用性是基本主用 / 备用系统。在此设计中，两个 FirePOWER 设

备均将接收流量副本，不过只有主用系统会在 FireSIGHT 管理中心内创建事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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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方案 3 - 虚拟 FirePOWER 和虚拟 ASA 设计

方案 1 使用 ASA 集群情景配对，着重于使用 ASA 集群实现内嵌式下一代 IPS 部署，因规模原

因，此部署需以物理封装完成。方案 3“ 安全群落中的威胁管理 ” 仍继续利用 ASA 集群情景配对

选项、 EEM 部署等等；不过除此之外，此设计还开始在群落中使用虚拟封装 ASAv 和虚拟 

FirePOWER 设备。

注 有关安全群落架构的完整详情，请参阅 “ 思科验证设计：面向企业的思科安全数据中心：安全群
落架构 ”。

本节仅提供此方案的概述，因为此方案利用 ASA 集群情景配对、 ASAv 和虚拟 FirePOWER 设备

的功能均能支持完全相同的集成威胁防御措施，并且对虚拟 FirePOWER 设备而言，所有威胁管

理工作流程均由集中的 FireSIGHT 管理中心管理平台予以管理。虚拟 FirePOWER 和虚拟 ASA 设

计方案所用的集成威胁功能集与 ASA 集群情景配对方案类似：

• 通过 OpenAppID™ 实现应用可视性与可控性 

• URL 分类和相关危害表现

• FireSIGHT™ 终端可视性、情景和相关危害表现 

• 防病毒和防恶意软件

• 下一代 IPS，以及由 FirePOWER™ 带来的高级威胁管理功能

• 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

• 用户身份管理选项

• 基于云的大数据分析，以及利用思科托管威胁防御服务

• 文件和网络轨迹

• 时间点分析和追溯性 （连续）分析

• 漏洞管理

• 补丁管理

• 调查分析

• 下一代 IPS 系统的故障时打开或故障时关闭功能

• 全面的高级网络功能，例如 ASA 部署标配的 DRP 和 BGP

• 与安全群落架构虚拟组件直接集成 

此外，此设计方案提供与虚拟平台的集成：

• VXLAN

• 服务链

• vMotion

• 端口配置文件中的安全组标签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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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显示了安全群落架构中的虚拟威胁管理的示例。您会发现，每个群落都有 VLAN 对 （有的

采用路由模式，有的采用透明模式），并且其中着重强调虚拟组件。

图 38 与安全群落架构结合的 ASA 集群情景配对

FirePOWER 设备性能设计注意事项

表 7 介绍了所宣传的 FirePOWER 设备性能的基础。尽管根据宣传，单个 3D8250 吞吐量为 

10Gbps，不过将此设备集成到 ASA 集群后， 大吞吐量可达 10Gbps 到 160Gbps，从而让客户能

根据业务增长情况对系统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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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3103
10.11.103.19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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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2001 10.11.255.254/24
VLAN 2001 10.11.2.254/24
VLAN 2001 10.11.3.254/24

OSPF  2000 NSSA

ASA  EtherChannel

VLAN 3001 VLAN 3002 VLAN 3003

表 7 FirePOWER 设备性能 

功能 性能

IPS 吞吐量 10Gbps

IPS 吞吐量 （集成到 ASA 5585-X 16 节点集群） 160Gbps

仅防火墙 （无 IPS） 20Gbps

TCP 每秒连接数 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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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延迟实施

延迟 低的部署就是上文介绍的被动式部署方案，不过 FirePOWER 设备还能通过调整进一步降

低延迟。通过启用规则延迟阈值功能，可以在安全和将延迟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之间取得平衡。
规则延迟阈值功能可以衡量每个规则处理各个数据包所花费的时间、将超过阈值的规则及一系列
相关规则暂停指定的时间 （如果处理时间连续超过规则延迟阈值一定次数 [ 可配置 ]），以及在

暂停到期后恢复规则。

规则延迟阈值功能可以衡量已使用的时间 （而不仅仅是处理时间），因此能够更准确地反映规则
处理数据包所需的真正时间。然而，延迟阈值功能是基于软件实现的延迟管理功能，并不能实施
严格的定时功能。

启用数据包延迟阈值功能后，系统会在开始进行解码处理时，为每个数据包启动一个计时器。计
时器会持续计时，直到数据包的所有处理工作结束或处理时间在计时测试点超过阈值。

如图 39 所示，数据包延迟有以下计时测试点：

• 所有解码器和处理器处理工作结束之后，规则处理开始之前。

• 每个规则的处理工作之后。如果处理时间在任何测试点超出阈值，数据包检测将停止。

图 39 数据包延迟

数据包延迟阈值功能对被动式部署和内嵌式部署的性能均有提升作用，并且可以停止检测需要大
量处理时间的数据包，从而降低延迟。例如，这些性能优势可以在以下情形中发挥出来：

• 无论是被动式部署还是内嵌式部署，多个规则连续检测数据包都需要大量时间 

• 对于内嵌式部署，网络性能不佳 （例如有人下载极大的文件时）会减缓数据包处理速度 

TCP 每秒连接数 （集成到 ASA 5585-X 16 节点集群） 2,800,000

并发 TCP 连接数 12,000,000

并发 TCP 连接数 （集成到 ASA 5585-X 16 节点集群） 96,000,000

表 7 FirePOWER 设备性能（续）

 1  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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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端口要求

FirePOWER 设备的特定功能需要连接互联网才能实现，并且已默认配置为直接连接互联网。

此外， FirePOWER 设备要求某些端口保持打开状态，以用于 FirePOWER 设备之间的双向通信。

此双向通信是 SSL 加密的通信信道，使用端口 8305/TCP。一般来说，与功能相关的端口在未启

用或未配置相关联的功能时会保持关闭状态。

当 FirePOWER 设备允许修改通信端口时，在更改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谨慎，因为这可能会给部署

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在受管设备上关闭出站端口 25/TCP (SMTP) 后，设备针对个别入侵事件发

送的邮件通知将被阻止。

再例如，关闭端口 443/TCP (HTTPS) 即可禁止访问物理受管设备的网络界面，不过这也会同时阻

止设备将可疑恶意软件文件提交到云以进行动态分析。

在系统和身份验证服务器之间配置了连接时，可以为 LDAP 和 RADIUS 身份验证配置自定义端

口。您可以更改管理端口 (8305/TCP) ；不过思科强烈建议保持默认设置不变。若要更改管理端

口，就必须对网络中彼此之间需要通信的所有 FirePOWER 设备进行更改。利用端口 32137/TCP 

可以实现升级的 FireSIGHT 管理中心与 Sourcefire 云之间的通信。不过，思科建议将此通信端口

切换为端口 443。

有关详情，请参阅 “Sourcefire 3D System Users Guide” （Sourcefire 3D 系统用户指南）中的

“Default Communication Ports for Sourcefire 3D System Features and Operations Table”（Sourcefire 

3D 系统功能的默认通信端口和操作表）。

管理网络

为了保护 FireSIGHT 管理中心，设备应安装在受保护的管理网络上。虽然 FireSIGHT 管理中心已

配置为仅允许使用必要的服务和端口，不过仍然必须采取一定措施，确保管理中心 （或任何受管
设备）不会遭到来自防火墙之外的攻击。如果 FireSIGHT 管理中心及其管理的设备位于同一个网

络中，则设备上的管理接口可连接到与 FireSIGHT 管理中心相同的受保护管理网络。必须采取一

定措施，确保 FirePOWER 设备之间的通信不会中断、被阻止或被篡改；例如，防范分布式拒绝

服务 (DDoS) 或中间人攻击。

SNMP

使用系统策略可以为设备启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轮询。SNMP 功能支持使用 SNMP 协议

第 1 版、第 2 版和第 3 版。启用系统策略 SNMP 功能不会导致设备发送 SNMP 陷阱；它只会将 

MIB 中的信息提供给网络管理系统进行轮询。必须为所有要对设备进行轮询的计算机添加 SNMP 

访问权限。 SNMP MIB 中保护可用于攻击 FirePOWER 设备的信息。 Cisco 建议将 SNMP 访问权

限的访问列表限制为 MIB 轮询将会用到的特定主机。另外，Sourcefire 建议使用 SNMPv3 和高强

度密码限制网络管理访问。

思科 Sourcefire 云通信

FirePOWER 设备可以通过与思科 Sourcefire 云通信来获取各种信息：

• 如果组织订用了 FireAMP，系统将收到基于终端的恶意软件事件。

• 受管设备可以利用与访问控制规则相关联的文件策略来检测在网络流量中传输的文件。

• FireSIGHT 管理中心利思科 Sourcefire 云中的数据确定文件是否包含恶意软件。

• 当启用 URL 过滤功能时， FireSIGHT 管理中心能够获取许多经常访问的 URL 的类别和声誉
数据，并能对未分类的 URL 执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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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更新

利用自动更新功能，系统能够定期思科 Sourcefire 云通信，从而为 FirePOWER 设备本地数据集

中的 URL 数据获取更新。虽然云通常每天仅更新一次数据，不过启用自动更新功能后，

FireSIGHT 管理中心会强制每 30 分钟检查一次更新状态，确保系统上的信息始终是 新的。虽

然每天的更新量一般较小，但是如果自从上次更新后超过 5 天没有更新，下载新 URL 过滤数据

可能 多需要 20 分钟 （具体时间取决于带宽）。然后，执行更新也可能 多需要 30 分钟。

注 Cisco 建议使用自动更新或使用调度程序安排定期更新，以提供 新的相关 URL 数据。

共享 URI 信息 

您可以选择让 FireSIGHT 管理中心将在网络流量中检测的文件的相关信息发送到思科 Sourcefire 

云。此信息包括与被检测的文件相关联的 URI 信息及其 SHA-256 散列值。虽然共享功能是可选

的，不过向思科传输此信息对未来的恶意软件识别和跟踪工作有帮助。

互联网访问和高可用性

系统使用端口 80/HTTP 和 443/HTTPS 与思科 Sourcefire 云通信并且也支持使用代理。尽管在高

可用性部署中，所有 URL 过滤配置和信息会在 FireSIGHT 管理中心间保持同步，不过下载 URL 

过滤数据的只有主 FireSIGHT 管理中心。如果主 FireSIGHT 管理中心出现故障，请确保辅助 

FireSIGHT 管理中心能够直接访问互联网，并使用辅助 FireSIGHT 管理中心上 Web 界面将其提升

为主用管理中心。

高可用性对中的 FireSIGHT 管理中心不共享云连接，也不共享恶意软件安全状态。为确保工作连

续性以及受检测文件的恶意软件处安全状态在主要和辅助 FireSIGHT 管理中心里相同，主要和辅

助 FireSIGHT 管理中心都必须拥有云访问权限。

威胁管理系统功能 - 设计注意事项

FirePOWER 设备正确地集成到交换矩阵之后，重点工作将是启用这些功能，以及了解它们如何在 “

整个攻击过程 ” 中针对威胁做出响应。下面几节将介绍各个功能的设计指南，以及每个功能与 “ 整

个攻击过程 ” 各个阶段的对于关系。有些功能跨越多个阶段，具体将在介绍对应关系时指出。

威胁控制和补救

安全情报列表和 Feed 源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前、攻击中

安全情报功能可以按访问控制策略，根据来源或目的地 IP 地址，允许指定的流量通过网络。此

功能尤其适用于在流量接受访问控制规则分析之前，将特定 IP 地址加入黑名单。同样，将 IP 地

址添加到白名单也可以强制系统使用访问控制处理这些连接。

默认情况，每个访问控制策略中都包含一个适用于所有区域的全局白名单和全局黑名单。此外，
在每个访问控制策略中都可以结合使用网络对象、群组以及安全情报列表和 Feed 源创建单独的

白名单和黑名单，而且所有这些内容都能通过安全区域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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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情报 Feed 源是 FireSIGHT 管理中心以一定间隔 （可配置）从 HTTP 或 HTTPS 服务器下载

的动态 IP 地址集。由于 Feed 源会定期更新，因此 FirePOWER 系统可以使用 新信息过滤网络

流量。为帮助用户建立黑名单，思科提供了安全情报 Feed 源，展示被 Sourcefire VRT 确定为声

誉不佳的 IP 地址。

基于网络的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前、攻击中 

利用基于网络的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 功能，系统可以检测网络流量中多种文件类型的恶意软

件。设备可以存储受检测的文件以进行进一步分析，存储位置可以是设备硬盘或恶意软件存储
包。无论受检测文件存储在什么位置，均可以提交到思科 Sourcefire 云，以使用文件的 SHA-256 

散列值进行简单的已知安全状况查询。文件也可以提交进行动态分析，从而生成威胁得分，本节
将在后面介绍此功能。使用此情景信息，系统可以对系统进行配置以阻止或允许特定文件。恶意
软件防护将配置为总体访问控制配置的一部分；与访问控制规则相关联的文件策略将对符合规则
条件的网络流量进行检查。图 40 展示了思科 Sourcefire 云、 FireSIGHT 管理中心、网络 AMP 和

终端之间的通信流。

图 40 恶意软件信息流

FireAMP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前、攻击中

终端保护不属于数据中心架构设计范围，本文介绍此主题的原因在于这些设备会访问数据中心资
产，因此为了保证讨论的全面性，介绍这些设备很有必要。

FireAMP 是思科的企业级高级恶意软件分析和保护解决方案，能够发现、了解和阻止高级恶意软

件爆发、高级持续威胁和有针对性的攻击。如果组织订用了 FireAMP，各个用户就可以在他们的

计算机和移动设备（也就是所谓的 “ 终端 ”）上安装 FireAMP 连接器。这些轻量级代理会与思科 

Sourcefire 云通信，思科 Sourcefire 云通信随之会与 FireSIGHT 管理中心通信。对 FireSIGHT 管

理中心进行配置并连接到云后，就可以通过 FireSIGHT 管理中心网络界面，查看由终端上的扫

描、检测和隔离操作生成的基于终端的恶意软件事件。 FireSIGHT 管理中心还能使用 FireAMP 数

据生成和跟踪主机上的危害表现，以及显示网络文件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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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ireAMP 门户 (http://amp.sourcefire.com/) 配置 FireAMP 部署。此门户有助于快速识别和隔

离恶意软件。 FireAMP 可能在出现危害时及时发现危害、跟踪危害轨迹、了解危害的影响，以及

了解如何成功从危害中恢复。 FireAMP 也可用于创建自定义保护、根据组策略阻止某些应用执

行，以及创建自定义白名单。

网络 AMP 和基于终端的 FireAMP

请注意，由于 FireAMP 恶意软件检测是在恶意软件下载或执行时在终端执行的，而受管设备则是

检测网络流量中的恶意软件，因此这两种恶意软件事件中的信息是不同的。例如，基于终端的恶
意软件事件包含文件路径、客户端应用调用等相关信息；而针对网络流量的恶意软件检测则包含
与文件传输所用连接相关的信息，包括端口、应用协议和原始 IP 地址。

再例如，在基于网络的恶意软件事件中，用户信息向用户展示此用户 近登录的主机是恶意软件
的攻击目标，并且恶意软件是由网络发现功能确定的。另一方面， FireAMP 报告功能向用户展示

此用户目前登录的终端中检测到恶意软件，并且恶意软件是由本地连接器确定的。

注 基于终端的恶意软件事件中报告的 IP 地址可能不在网络映射中，甚至在网络中没有受到监控
（具体取决于部署、网络架构、合规性级别以及其他因素），安装连接器的终端可能与受管设备
所监控的主机不同。

入侵检测和防御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中

入侵检测和防御是一项基于策略的功能，在通过内嵌式部署集成到访问控制之后，能够监控违反
安全策略的网络流量，以实现阻止或改变恶意流量的目的。入侵策略包含多种组件，其中包括以
下组件： 

• 检测协议标头值、负载内容，以及某些数据包大小特征的规则 

• 基于 FireSIGHT 建议的规则状态配置 

• 高级设置，例如预处理程序和其他检测和性能功能 

• 可为相关联预处理程序和预处理程序选项生成事件的预处理程序规则

此系统使用斩获奖项的 Snort® 技术分析网络流量和生成入侵事件，也就是为违反设备上使用的

入侵策略 （用于监控特定网络分段）的流量生成记录。图 41 演示基本检测数据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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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基本检测数据流路径

操作员可以查看事件并确定它们对于网络情景的重要性。可以生成入侵事件的工具包括： 

• 链路层解码器，例如以太网 II 解码器 

• 网络层解码器，例如 IP 解码器 

• 传输层解码器这样，为 TCP 解码器 

• 应用层 DEC 或预处理程序，例如 HTTP 检测预处理程序 

• 规则引擎

事件中包括以下信息： 

• 生成事件的日期和时间 

• 事件优先级 

• 与事件相关联的影响标签 （使用网络发现时） 

• 导致事件的数据包在内联式、交换式或路由式部署中是已被拦截还是将会被拦截 

• 导致事件的设备的名称 

• 导致事件的数据包的协议 

• 事件的源 IP 地址和端口 

• 事件的目标 IP 地址和端口 

• 登录源主机的用户的名称 

• ICMP 类型和代码 （对于 ICMP 流量） 

• 生成事件的 Cisco FirePOWER 系统组件 （例如规则、解码器或预处理程序） 

• 事件的简要说明 

• 生成事件的规则的分类 

• 主机所属的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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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SIGHT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中、攻击后

FireSIGHT 是思科的发现和感知技术，能够收集与主机、操作系统、应用、用户、文件、网络、

地理位置和漏洞相关的信息。这些全面的数据可用于提供完整的网络视图和为报告危害表现提供
可靠的渠道。 FireSIGHT 管理中心用于查看和分析 FireSIGHT 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也可以用于

执行访问控制和修改入侵规则状态。此外还可以根据主机的关联事件数据，在全网络范围内跟踪
主机危害表现。表 8 列出了 FireSIGHT 可为之提供可视性的所有信息。

危害表现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中、攻击后

系统能够将网络主机上发生的某些类型的入侵、恶意软件和其他事件关联起来，以确定主机何时
可能收到危害，并使用危害表现 (IOC) 标签对这些主机予以标记。 IOC 数据能够直接、清楚地描

绘受监控网络上与其主机相关的威胁。

系统将使用这些信息进行调查分析、行为剖析、访问控制，以及缓解和响应组织容易受到攻击的
弱点和漏洞。

动态文件分析（沙盒分析）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中、攻击后

要对文件进行额外的恶意软件分析和威胁识别，可以将捕获到的符合条件的文件提交给 

Sourcefire 云进行动态分析。思科 Sourcefire 云在测试环境中运行文件，然后根据运行结果向 

FireSIGHT 管理中心传回威胁得分和动态分析摘要报告。符合条件的文件也可以提交给思科 

Sourcefire 云进行 Spero 分析，以检查文件结构并对恶意软件标识予以补充。能够将文件提交到

云进行动态分析取决于捕获的文件类型，以及访问控制策略中配置的文件大小上限和下限。文件
有以下提交形式：

• 如果文件规则对可执行文件执行恶意软件云查询并且文件安全状态为 “ 未知 ”，则自动提交文
件进行动态分析 

• 如果文件已存储并且是受支持的文件类型 （例如 PDF、 Microsoft Office 文档和其他类型文
件），则一次 多可以手动提交 25 个文件进行动态分析

表 8 FireSIGHT 可视性 

类别 示例
思科下一代 IPS  
和下一代防火墙 典型 IPS 典型 NGFW

威胁 攻击、异常 是 是 是

用户 AD、 LDAP、 POP3 是 否 是

Web 应用 Facebook 聊天、 eBay 是 否 是

应用协议 HTTP、 SMTP、 SSH 是 否 是

客户端应用 Firefox、IE6、BitTorrent 是 否 否

网络服务器 Apache 2.3.1、 IIS4 是 否 否

操作系统 Windows、 Linux 是 否 否

路由器和交换机 思科、 Nortel、无线 是 否 否

无线接入点 Linksys、 Netgear 是 否 否

移动设备 iPhone、 Android 是 否 否

打印机 HP、 Xerox、 Canon 是 否 否

VoIP 电话 Avaya、 Polycom 是 否 否

虚拟机 VMware、 Xen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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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后，文件会在云中排队等待分析。查看捕获的文件和文件轨迹即可确定是否提交了此文件进
行动态分析。文件每次提交进行动态分析后，云都会对文件进行分析，即使第一次分析已经生成
了结果。云通过在沙盒环境中运行文件来对文件执行动态分析。云分析返回以下结果：

• 威胁得分，详细展示文件中包含恶意软件的可能性

• 动态分析摘要报告，详细解释云为文件展示这一威胁得分的原因

根据文件策略配置，威胁得分超过定义阈值中恢复的文件可能会被自动阻止。深入查看动态分析
摘要报告有助于更好地识别恶意软件和优化检测功能。

连接数据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中、攻击后

FirePOWER 设备能够持续监控网络上的主机生成的流量。当网络流量符合特定条件时，访问控

制功能可用于生成连接事件。连接事件包含与受检测会话相关的数据，包括时间戳、 IP 地址、地

理位置、应用等等。访问控制策略会在发生以下情形时记录连接事件： 

• 网络流量由网络情报加入黑名单或监控；这也会生成安全情报事件 

• 网络流量达到非监控访问控制规则的条件 

• 网络流量由访问控制策略的默认操作处理 

• 网络流量达到至少一个监控规则中的条件 （自动启用） 

• 与访问控制规则相关联的入侵策略生成一个事件 （自动启用） 

• 与访问控制规则相关联的文件策略检测或阻止文件，或发现或阻止恶意软件 （自动启用）

将连接日志记录与单个访问控制规则、策略和配置绑定在一起让您能更精细地控制所记录的连接。

连接摘要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后

Cisco FirePOWER 系统会将在五分钟间隔内收集到的数据汇总为连接摘要，系统将使用连接摘要

生成连接图和流量简档。或者，您也可以选择创建基于连接摘要数据的自定义工作流，其使用方
式与基于单个连接事件的工作流的使用方式相同。没有专门针对安全情报事件的连接摘要，不过
相应的 “ 连接结束 ” 事件可以汇总到连接摘要数据之中。多个连接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汇总到

连接摘要： 

• 代表连接结束 

• 具有相同的来源和目标 IP 地址，并且在应答 （目标）主机上使用相同端口 

• 使用相同的协议 （TCP 或 UDP） 

• 使用相同的应用协议 

• 由相同的 FireSIGHT 管理设备检测或由相同的支持 NetFlow 的设备导出。每份连接摘要都包
括总流量统计信息，以及摘要中连接的数量。

请注意，连接摘要中并未包含与摘要中汇总的连接相关联的所有信息。例如，在汇总连接以形成
连接摘要时没有使用客户端信息，因此摘要中不包含客户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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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和分段

采用 TrustSec 的单站点集群通过与安全群落架构相结合，能够提供大量访问控制和分段功能。

访问控制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前、攻击中

访问控制策略能够确定系统处理网络流量的方式。可以配置一个或多个访问控制策略，并将它们
应用于一个或多个 FirePOWER 设备。目前，只能为每个设备应用一个策略。

简单的访问控制策略可以根据安全情报数据对流量进行过滤，然后使用策略的默认操作，按以下
方式之一处理非黑名单流量：

• 阻止所有流量进入网络 

• 信任所有流量进入网络，无需进一步检测 

• 允许所有流量进入网络，仅需利用网络发现策略对流量进行检测 

• 允许所有流量进入网络，需要利用入侵和网络发现策略对流量进行检测

或者，您也可以为策略添加访问控制规则，从而对网络流量的处理和日志记录进行精细控制。为
每个规则指定一个操作，以确定是信任、监控、阻止还是使用入侵或文件策略检测相符的流量。
每个规则包含用于标识要控制的特定流量的一组条件。规则可以是简单规则也可以是复杂规则，
可以根据安全区域、网络、 VLAN、来源或目标国家 / 地区或大洲、 Active Directory LDAP 用户

或组、应用、传输协议端口或 URL 的任意组合来确定匹配的流量。

图 42 说明经过 FirePOWER 设备的流量，并介绍一些有关对该流量执行的检测类型的详情。注

意，系统不检测使用快速路径或列入黑名单的流量。对于由访问控制规则或默认操作处理的流
量，数据流和检测取决于规则操作。为简化起见，此示意图中未显示规则操作，不过系统不会对
任何受信任或被阻止的流量执行任何检测。此外，不支持通过默认操作执行文件检测。

图 42 访问控制策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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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响应页面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后

访问控制规则阻止用户的 HTTP 请求后，该用户在网络浏览器中看到的内容取决于系统与阻止会

话相关的配置。选择规则操作时，可以选择以下配置：

• 阻止或阻止并重置，以拒绝连接。被阻止的会话将会超时；采用了 “ 阻止并重置 ” 配置的连
接会被系统重置。在这两种阻止操作中，默认浏览器或服务器页面都可以被自定义页面覆
盖，以解释连接被拒绝的原因。

• 互动式阻止或互动式阻止并重置会显示一个 HTTP 响应页面向用户发出警告，同时也允许用
户点击一个按钮以继续加载或刷新页面以加载所请求的原始页面。

向 终用户通知策略实施操作可以让用户和管理员轻松确定流量被阻止的原因，从而显著降低受
挫感。

请注意，当流量因为安全情报黑名单或根据安全套接字层 (SSL) 证书检测到的应用而被阻止时，

不会显示 HTTP 响应页面。

身份管理

FirePOWER 设备检测到登录时会向 FireSIGHT 管理中心发送以下信息，以将此记录为用户活动：

• 在登录在识别的用户名 

• 登录时间 

• 在登录中涉及的 IP 地址

• 用户的邮件地址 （适用于 POP3、 IMAP 和 SMTP 登录） 

• 检测登录的设备的名称。如果用户之前被检测到过， FireSIGHT 管理中心会更新用户的登录
记录。

FireSIGHT 管理中心可以使用 POP3 和 IMAP 登录中的邮件地址来与 LDAP 用户相关联。例如，

如果 FireSIGHT 管理中心检测到新 IMAP 登录，并且此 IMAP 登录中的邮件地址与现有 LDAP 用

户匹配，则 IMAP 登录不会创建新用户；反之则会更新 LDAP 用户记录。如果用户之前未被检测

到过， FireSIGHT 管理中心会将此用户添加到用户数据库。唯一 AIM、 SIP 和 Oracle 登录始终会

创建新用户记录，因为 FireSIGHT 管理中心无法使用这些登录事件中的任何数据与其他登录类型

相关联。

在以下情况下， FireSIGHT 管理中心不记录用户活动或用户身份： 

• 如果网络发现策略被配置为忽略该登录类型

• 如果受管设备检测到 SMTP 登录，但是用户数据库中之前检测到的所有 LDAP、 POP3 或 
IMAP 用户都没有与之匹配的邮件地址 

思科建议在所有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LDAP 服务器上安装 Sourcefire 用户代理，以通过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监控用户活动。要启用用户控制功能，必须安装 Sourcefire 用户代理，使

用户可以与 IP 地址相关联。这让访问控制规则能够根据客户条件触发。

一个 Sourcefire 用户代理 多可用于监控五台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的用户活动。要使用代

理，需要在每个连接至代理的 FireSIGHT 管理中心和受监控的 LDAP 服务器之间配置一条连接。

此连接不仅用于获取登录和注销受用户代理检测的用户的元数据，也用于指定要在访问控制规则
中使用的用户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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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SIGHT 管理中心从 LDAP 服务器获取有关每个用户的以下信息和元数据：

• LDAP 用户名 

• 名字和姓氏 

• 邮件地址 

• 部门 

• 电话号码 

用户活动数据库中包含用户活动在网络上的记录，这些记录来自同样受 Sourcefire 用户代理监控

的 Active Directory LDAP 服务器的连接，或来自网络发现。系统会在以下情况下记录事件：

• 检测到单独的登录或注销时 

• 检测到新用户时 

• 手动删除用户时 

• 当系统检测到不在数据库中的用户，但是因 FireSIGHT 许可达到上限而无法添加此用户时

应用可视性与可控性

主机简档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前、攻击中

主机简档提供 FireSIGHT 管理系统收集的有关单个主机的信息的完整视图，例如 MAC 地址、主

机名称和操作系统。主机简档中还会列出主机属性，这是可应用于主机的用户定义的说明。例
如，可以通过指定主机属性来指示主机所在的建筑。通过主机简档，您可以查看相关主机应用的
现有主机属性，也可以修改主机属性的值。主机简档也提供与服务器、客户端和在特定主机上运
行的主机协议相关的信息，包括它们是否符合合规性白名单要求。可以从白名单中删除服务器和
查看这些服务器的详情。

其他可以查看的信息包括服务器连接事件、与受检测服务器流量所在的会话相关的日志信息以及
客户端连接事件，还有从主机简档中删除的服务器、客户端或主机协议。如果系统针对跟踪主机
的用户历史记录信息进行了配置，则还可以查看这些信息。主机简档提供可修改漏洞的列表，利
用此功能可以获得与主机上已处理的漏洞相关的信息。

文件控制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前、攻击中

通过文件控制功能，受管设备可以检测和阻止用户通过特定应用协议上传 （发送）或下载 （接
收）特定类型的文件。利用与访问控制规则相关联的文件策略，可以将文件控制功能配置为总体
访问控制的一部分。文件策略是一系列配置，系统将其用作总体访问控制配置的一部分，以执行
高级恶意软件防护和文件控制。图 43 显示了内嵌式部署中的一个简单访问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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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简单访问控制策略 

文件策略 （例如父项访问控制策略）包含的规则用于确定系统如何处理与每个规则的条件相符的
文件。可以配置单独文件规则，为不同文件类型、应用协议或传输方向执行不同操作。文件与某
个规则匹配后，规则可以： 

• 根据简单的文件类型匹配允许或阻止文件 

• 根据恶意软件文件安全状态阻止文件 

• 将捕获的文件存储到设备 

• 提交捕获的文件进行动态分析 

此外，文件策略还可以：

• 根据安全列表或自定义检测列表中的条目，自动将文件视为安全或恶意软件 

• 当文件的威胁得分超过一个可配置阈值时，将该文件视为恶意软件 

表 9 列出了文件规则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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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7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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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表 9 文件规则组件

文件规则组件 说明

应用协议 系统可以检测和检查通过 FTP、 HTTP、 SMTP、 IMAP、 POP3 和 

NetBIOS-ssn (SMB) 传输的文件。

传输方向 对于下载的文件，系统可以检测 FTP、 HTTP、 IMAP、 POP3 和 

NetBIOS-ssn (SMB) 传入流量。对于上传的文件，系统可以检测 FTP、

HTTP、 SMTP 和 NetBIOS-ssn (SMB) 传出流量。

文件类别和类型 系统可以检测多种文件类型，这些文件类型可以归入基本类别，例如多媒体
（swf、 mp3）、可执行文件 （exe、 torrent）和 PDF。

文件规则操作 文件规则操作用于确定系统如何处理与规则条件相符的流量。文件规则是以
规则操作顺序而非数字顺序进行评估。
62   



 

  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的设计注意事项    
SSL 应用检测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中

FirePOWER 系统提供的检测器可以使用安全套接字层 (SSL) 会话中的信息确定会话中的应用协

议、客户应用或 Web 应用。

当系统检测到加密连接时，会将该连接标记为普通 HTTPS 连接或更具体的安全协议 （例如 

SMTPS）。当系统检测到 SSL 会话时，会在该会话的连接事件中为客户端字段添加 SSL 客户端。

如果识别到会话的 Web 应用，系统会为该流量生成发现事件。

对于 SSL 应用流量，运行 5.2 或更高版本的受管设备还可以检测服务器证书中的公用名并将其与 

SSL 主机模式的客户端或 Web 应用比对。当系统识别到特定客户端时，会将 SSL 客户端替换为

该客户端的名称。由于 SSL 应用流量经过加密，系统在进行标识时只能使用证书中的信息，而不

能使用加密数据流中的数据。因为这个原因， SSL 主机模式有时只能识别编写相关应用的公司，

因此同一公司编写的 SSL 应用的标识可能相同。

网络文件轨迹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中、攻击后

网络文件轨迹功能使用 SHA-256 散列值跟踪文件在网络中的传输路径。

要跟踪文件在网络中的传输路径，系统必须采取以下两项措施之一：

• 计算文件的 SHA-256 散列值并使用该值执行恶意软件云查询

• 通过 FireSIGHT 管理中心与组织 FireAMP 订用的集成，就该文件接收基于终端的威胁和隔离
数据。

每个文件都具有相关的轨迹图，其中包含文件在一段时间内的传输轨迹视觉展示和与文件相关的
其他信息。

应用检测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中、攻击后

FireSIGHT 管理系统分析 IP 流量时，会尝试确定网络中的常用应用。应用感知是执行基于应用的

访问控制的关键。系统检测的应用有三种类型：

• 应用协议 （例如 HTTP 和 SSH） 

• 客户端 （例如网络浏览器和邮件客户端）

• Web 应用 （例如 MPEG 视频和 Facebook）

系统将使用数据包标头中的 ASCII 或十六进制特征，或流量使用的端口来识别网络流量中的应

用。有些应用检测器会同时使用端口和特征这两种方式进行检测，以提高正确识别特定应用流量
的可能性。

在 FireSIGHT 系统中，应用检测器有两个来源：

• Sourcefire 提供的检测器，能够检测网络应用、客户端和应用协议

• 用户定义的应用协议检测器，用户创建这种检测器可以增强系统的应用协议检测功能

系统也可以通过隐含的应用协议检测发现应用协议，这种方式根据检测到的客户端暗示应用协议
的存在。 FireSIGHT 管理系统可以使用一系列特征创建应用过滤器，并使用这些过滤器执行访问

控制，以及对搜索、报告和控制面板构件予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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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敏感数据 - 对应的 “ 整个攻击过程 ” 阶段：攻击中、攻击后

敏感数据 （如社会保障号码、信用卡号码、驾驶证号码等）可能会被有意或无意地在互联网上泄
露。系统提供的敏感数据预处理程序能够检测 ASCII 文本中的敏感数据并为之生成事件，此功能

对于检测意外数据泄露特别有用。

系统不会检测经过加密的或模糊的敏感数据，也不会检测压缩或编码格式 （例如 Base64 编码邮

件附件）的敏感数据。系统通过将各个数据类型与流量进行比对来检测每个 TCP 会话中的敏感数

据。每个数据类型的默认设置，以及应用至入侵策略中所有数据类型的全局选项的默认设置都可
以修改。 FireSIGHT 管理系统提供提供预定义的常用数据类型，也允许创建自定义数据类型。敏

感数据预处理程序规则与每种数据类型相关联。为每种数据类型启用相应的预处理程序规则即可
为其启用敏感数据监测和事件生成功能。由于系统要使用 TCP 数据流预处理功能来建立受监控的

会话，因此必须启用 TCP 数据流预处理功能才能在策略中使用敏感数据检测。

注 敏感数据检测会对性能产生重大影响。有关部署此功能的更多指南，请参阅 “Sourcefire 
FirePOWER System User Guide” （Sourcefire FirePOWER 系统用户指南）。

日志记录和可跟踪性管理

启用对数据库的访问权限

FireSIGHT 管理中心可以配置为允许第三方客户端或应用对数据库有只读访问权限。请注意，当

从外部客户端连接数据库时，所用的用户名和密码必须与 FireSIGHT 管理中心管理员或外部数据

库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相符。

配置数据库事件限制

为提高性能，应对可存储的每种类型事件的数量进行配置。使用 “ 数据库 ”(Database) 页面指定 

FireSIGHT 管理中心可存储的每种类型事件的数量。如果入侵事件数据库中的事件数超过上限，

早的事件和数据包文件会被删除，直到数据库中事件的数量低于上限才会恢复。您也可以手动
删除发现和用户数据库。此外，您也可以配置邮件地址，从而在入侵事件和审核记录从数据库中
删除时接收通知。表 10 列出了每种事件类型可存储的记录数的上限和下限。

表 10 数据库事件限制 

事件类型 事件数上限 事件数下限

入侵事件 250 万 (DC500) 
1000 万（DC1000、虚拟 FireSIGHT 管理中心） 

2000 万 (DC750) 
3000 万 (DC1500) 
1 亿 (DC3000) 
1.5 亿 (DC3500)

10,000

发现事件 1000 万 0 （禁用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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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 FirePOWER 系统的设备会为用户每次与网络界面的互动生成审核日历，并在系统日志中记

录系统状态消息。

FireSIGHT 管理设备和受管 FirePOWER 设备还提供完整的报告功能，几乎能够为可在数据视图

中访问的所有类型的数据 （包括审核数据）生成报告。审核日志中 多可以存储 100,000 个条

目。当审核日志中条目的数量超过 100,000 时，设备会从数据库中删除 旧的记录，保持数据库

中条目的数量为 100,000。

数据流审核日志 

系统策略可以配置为让设备向外部主机发送审核日志。请务必保证外部主机正常工作，并且发送
审核日志的设备能够访问该主机。请注意，如果配置用来接收审核日志的计算机的设置不允许接
受远程消息，则主机将接受不到审核日志。

连接事件 / 安全情报事件 1000 万 （DC500、 DC1000、虚拟 FireSIGHT 

管理中心） 
5000 万 (DC750) 
1 亿 （DC1500、 DC3000） 

5 亿 (DC3500) 
事件数上限由连接事件和安全情报事件分摊；
为这两种事件配置的事件数总和不能超过上限。

0 （禁用存储）

连接汇总 / （汇聚连接事件） 1000 万 （DC500、 DC1000、虚拟 FireSIGHT 

管理中心） 
5000 万 (DC750) 
1 亿 （DC1500、 DC3000） 

5 亿 (DC3500)

0 （禁用存储）

关联和合规性白名单事件 100 万 1

恶意事件 1000 万 10,000

文件事件 1000 万 0 （禁用存储）

运行状况事件 100 万 0 （禁用存储）

审核记录 10 万 1 

补救状态事件 1000 万 1

网络中主机的白名单违反历
史记录

违反事件的 30 天历史记录 1 天历史记录

用户活动 （用户事件） 1000 万 1

用户登录 （用户历史记录） 1000 万 1

规则更新导入日志记录 100 万 1

表 10 数据库事件限制（续）

事件类型 事件数上限 事件数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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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日志

“ 系统日志 ” (syslog) 页面能够提供设备的系统日志信息。系统日志显示系统生成的每条消息，这

些消息按以下顺序列出： 

• 消息生成的日期 

• 消息生成的时间 

• 生成消息的主机 

• 消息内容

注 系统日志信息是本地消息。例如，无法使用 FireSIGHT 管理中心查看 FirePOWER 设备上的系统
日志中的系统状态消息。通过过滤器功能，可以仅查看针对特定组件的系统日志消息。

NetFlow 

对于指定的网络， FirePOWER 设备可以检测由支持 NetFlow 的设备导出的记录、根据这些记录

中的数据生成连接事件，以及 终将这些事件发送给 FireSIGHT 管理中心以记录在数据库中。

面向企业的安全数据中心包括数据中心网络威胁防御思科验证设计，这是基于 Lancope 

Stealthwatch 的解决方案，并针对基于 NetFlow 的的威胁分析进行了优化。其他有关配合 

FireSIGHT 管理和 FirePOWER 设备使用 NetFlow 的建议不在本设计指南讨论范围之内。

验证结果
此解决方案已针对本文档中介绍的每种部署方案进行了验证。每种部署方案以及相应的验证结果
将在单独的实施指南中介绍。

小结
数据中心运营团队正面临着 IT 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网络安全挑战。网络攻击者们花费了多年时间

研究随时侵入任何网络和设备的办法。 “ 安全数据中心：集成下一代 IPS 的威胁管理 ” 属于一个

大型解决方案产品组合，着眼于为网络防御者提供全面的数据中心防护功能，同时保证运营的效
率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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