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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 ASA 型号
下表列出受支持的 ASA 型号。

ASA 型号 软件版本

ASA 5500-X（5512 至 5555） ASA 软件版本 8.4(x) 及更高版本

ASA 5585-X（SSP 10 至 SS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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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版本的新功能
此版本增加了对以下新命令的支持：

• same-security-traffic permit intra-interface
• arp timeout
• dns retries
• dns timeout

重要说明
请注意以下重要说明：

• ASAv 不支持多情景模式。

• 支持动态 EPG 的 ACE 需要 ASA 映像 9.3.2 或更高版本。

APIC 1.2(x) 和 ASA 9.3(1)
如果正在运行 APIC 1.2(x) 和 ASA 9.3(1)（包含一个默认 SSL 配置），系统会显示以下错误：

*Major script error : Connection error : [SSL:SSLV3_ALERT_HANDSHAKE_FAILURE] sslv3 alert 
handshake failure(_ssl.c:581)*

相应的解决方法是在 ASA 上配置 ssl encryption aes128-sha1，或者将 ASA 升级到版本 9.3(2) 或
更高版本。

发送不完整的 BGP XML 会使策略管理器陷入锁定状态

症状 当用于服务设备 BGP 对等的 I3Out 包含不完整的配置 (CSCuw03425) 时，策略管理器就会
崩溃。

条件 用于服务设备 BGP 对等的 I3Out 缺失 l3extRsNodeL3OutAtt。

解决方法 确保该 l3Out 包含 l3extRsNodeL3OutAtt。此问题将在后续版本中解决。

以下显示含有 l3extRsNodeL3OutAtt 的 BGP XML 示例：

<polUni>
    <fvTenant name="tenant1">
        <l3extOut name="StaticExternal">
            <l3extLNodeP name="bLeaf-101">
                <l3extRsNodeL3OutAtt tDn="topology/pod-1/node-101" rtrId="190.0.0.11">
                    <ipRouteP ip="50.50.50.0/24">
                        <ipNexthopP nhAddr="40.40.40.102/32"/>
                    </ipRouteP>
                </l3extRsNodeL3OutAtt>
                <l3extLIfP name="por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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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extRsPathL3OutAtt tDn="topology/pod-1/paths-101/pathep-[eth1/15]" ifInstT="ext-svi" 
encap="vlan-3843" addr="40.40.40.100/28" mtu="1500"/>
                </l3extLIfP>
            </l3extLNodeP>
            <l3extInstP name="ExtInstP">
                 <l3extSubnet ip="50.50.50.0/24" scope="export-rtctrl"/>
            </l3extInstP>
            <l3extRsEctx tnFvCtxName="tenant1ctx1"/>
        </l3extOut>
    </fvTenant>
</polUni>

安装软件
如需升级，但当您的 APIC 包含 CSCuv4353 的修复补丁（该补丁决定了是否需要在升级前删除以
前的软件包）时，则不必删除以前的软件包。否则，如需从旧版本升级到新版本，您需要先从 
APIC 删除旧版本，然后安装新版本。

要安装 ASA Device Package 软件，请参阅《用于 APIC 集成的思科 ASA 快速入门指南，版本 1.2》
的相关说明。

从 Cisco.com 下载软件
如果您拥有 Cisco.com 登录帐户，则可以从以下网站获取 ASA Device Package 映像：

https://software.cisco.com/download/release.html?i=!y&mdfid=286119613&softwareid=286279676&r
elease=1.2.4.1&os=

漏洞搜索
如果您是 Cisco.com 的注册用户，则可以从以下网站查看有关使用漏洞搜索的每个警告的详细
信息：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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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security/asa/apic/quick-start/guide/apic_qsg12.html
https://software.cisco.com/download/release.html?i=!y&mdfid=286119613&softwareid=286279676&release=1.2.4.1&os=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


  ASA Device Package 版本 1.2(4) 中已解决的警告
ASA Device Package 版本 1.2(4) 中已解决的警告
下表包含 ASA Device Package 版本 1.2(4) 中已解决的警告：

相关文档
有关 ASA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 ASA 系列文档一览》。

有关 APIC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安全解决方案网站。

获取文档和提交服务请求
有关获取文档、使用思科缺陷搜索工具 (BST)、提交服务请求和收集其他信息的信息，请参阅
思科产品文档更新，其网址为：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general/whatsnew/whatsnew.html。

订用思科产品文档更新，其中将所有最新及修订的思科技术文档列为 RSS 源并通过使用阅读器
应用将相关内容直接发送至桌面。RSS 源是一种免费服务。

本文档需与“相关文档”部分列出的文档结合使用。

思科和思科徽标是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要查看思科商标列表，请转至此 URL：

www.cisco.com/go/trademarks 。文中提及的第三方商标为其相应所有者的财产。“合作伙伴”一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思科和任何其他公司

之间存在合作伙伴关系。(1110R)

本文档中使用的任何 Internet 协议 (IP) 地址都不是有意使用的真实地址。本文档中所含的任何示例、命令显示输出和图形仅供说明之用。

说明内容中用到的任何真实 IP 地址都纯属巧合，并非有意使用。

©2015 年思科系统公司。版权所有。

警告 说明

CSCuv20304 L4-L7 故障报告了无效 DN

CSCuv22536 在删除设备后未删除端口通道接口

CSCuw16137 日志中记录了 ASA 设备软件包的优化情况

CSCuw34702 在重新验证设备后，发现 ASA 设备软件包中发生严重 l4-7 故障

CSCuw58946 brazos EFT：通过共享 BD 回归

CSCuw60980 始终启用登录 ASA 设备软件包

CSCuw68054 故障：在不删除旧分组的情况下，无法更改接口分组

CSCuw71249 应忽略默认 ARP 超时

CSCux00212 ASA 意外从设备软件包收到端口通道“no shut”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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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sco.com/go/asadocs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general/whatsnew/whatsnew.html
http://www.cisco.com/go/trademarks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application-centric-infrastructure-securit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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