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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的硬件

版本 9.6.1 新增功能 

版本 9.6.0 的新增功能 
 

支持的硬件
本版本支持以下硬件： 

• 所有虚拟设备型号。

• 以下硬件型号： 

– M380 和 M680 

– M170、M670 或 M1070 

升级路径 
• 升级到版本 9.6.1-019（GD - 通用部署）（第 3 页）

• 升级到版本 9.6.0-051（GD - 通用部署）（第 3 页）

特性 说明

支持禁用不安全
的 SSLv3 协议 

SSL v3 协议不安全，所以不应使用该协议。

通过一条新的命令 sslconfig，您可以选择哪个协议用于与 LDAPS 和更新
程序服务器通信，以及哪个协议用于安全管理设备的 Web 界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通信协议（第 4 页）。

特性 说明

网络安全 

新  WSA 版本
支持  

对于在 x70 或更高版本硬件上运行的思科内容安全管理设备，支持思科网络
安全设备 AsyncOS 8.5.3。

邮件安全 

报告和跟踪 本版本反映思科邮件安全设备 AsyncOS 9.7 在报告和跟踪方面所做的更改。

LDAP 返回一些错误代码（如“不可用”、“繁忙”或“操作错误”）的 LDAP 查
询现在可回退到列出进行故障转移的后续 LDAP 服务器。此前，只有在 LDAP 
服务器的连接断开时，才会发生故障转移。

非垃圾邮件
隔离区 

您现可以为所有策略、病毒和爆发隔离区（包括文件分析隔离区）指定留存
时间（以分钟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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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安全版本术语

升级到版本 9.6.1-019（GD - 通用部署） 

注意 在升级之前，请参阅支持的硬件（第 2 页）和升级前的要求（第 6 页）。

您可以将思科内容安全管理 AsyncOS 从以下版本升级到版本 9.6.1-019： 

升级到版本 9.6.0-051（GD - 通用部署） 

注意 在升级之前，请参阅支持的硬件（第 2 页）和升级前的要求（第 6 页）。

您可以将思科内容安全管理 AsyncOS 从以下版本升级到版本 9.6.0-051： 

内容安全版本术语 
有关用于标记内容安全产品版本的术语（如 LD、ED、GD 和 MD）的解释，请参阅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blog/12309231/content-security-release-terminology 。

与邮件和网络安全版本的兼容性 
有关与邮件安全 AsyncOS 版本以及网络安全 AsyncOS 版本的兼容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兼容
性列表》，网址为：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gement-appliance/products-relea

se-notes-list.html 。

新信息及更改内容 
除上述“新增功能”表格中描述的更改以外，与之前版本相比，还更改了设备的以下功能，您需
要注意这些变化。

• 8.3.6-039

• 8.3.6-042

• 8.3.7-008

• 9.1.0-031

• 9.1.1-005

• 9.1.1-702

• 9.5.0-125 • 9.6.0-051

• 9.5.1-009

• 9.5.0-125

• 9.5.0-034

• 9.1.1-005

https://supportforums.cisco.com/blog/12309231/content-security-release-terminology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gement-appliance/products-release-notes-list.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gement-appliance/products-release-notes-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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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信息及更改内容

通信协议 
版本 9.6.1 引入以下更改： 

• SSL v3 协议不安全，所以不应使用该协议。

• 您可以选择通信协议用于以下任一事项：

– 更新程序服务器 

– 最终用户对垃圾邮件隔离区的访问权限

– 用于访问设备的基于 Web 的管理界面 

– LDAPS 

• 如果您正在升级，协议不会自动更改。

• 要查看当前选定的协议和可用的选项，或要更改协议，请在命令行界面使用 sslconfig 命令。

• 思科更新服务器不支持 SSL v3。

• 如果您使用本地（远程）更新服务器，或者要将协议用于其他服务和网络浏览器，那么您选
择的协议必须受服务器且您使用的工具上需要支持并启用。

• 而且您需要为您所使用的每项服务启用其中一个可用的选项。

• 使用 sslconfig 所做的更改需要提交才能生效。

• 在您使用 sslconfig 命令提交所做的更改后，受影响的服务将会短暂中断。

（邮件安全）URL 过滤报告更改 
版本 9.6 引入了以下更改： 

之前标记为“可疑”的 URL 现在标记为“中性”。仅标记进行了更改；基础逻辑和处理保持
不变。

（邮件安全）营销邮件报告更改 
版本 9.5.0 引入了此项更改： 

在思科邮件安全设备 AsyncOS 9.5 中引入灰色邮件管理功能之后，电子邮件“概述”报告中的营
销信息报告也已随之更改。

具体而言，如果反垃圾邮件设置下的“营销邮件扫描”已在升级之前于邮件安全设备上启用，或
现在于某些邮件安全设备而非灰色邮件功能上处于启用状态，那么： 

• 营销邮件数量为在升级前后检测到的营销邮件数和那些由两项功能检测到的营销邮件数之和。

• 灰色邮件的总数不包括升级前检测到的营销邮件数，也不包括在未启用灰色邮件功能的设备
上检测到的邮件数。

• 已尝试的邮件总数包括升级前检测到的营销邮件数和运行任一功能的设备检测到的营销
邮件数。

• 未启用灰色邮件的设备上处理的营销邮件被计为正常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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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和升级说明

当在升级期间保存配置文件时进行更改 (CLI) 
版本 9.5.0 引入了此项更改。

在升级的过程中，在保存配置文件时密码选项的表示较之前版本稍有更改。在进行选择之前，请
仔细阅读提示。

（网络安全）恶意软件类别和恶意软件威胁的更改 
从思科内容安全管理设备 AsyncOS 9.6.1-019 开始，不再使用“未知”恶意软件类别和“未命名
的”恶意软件威胁。因此，您无法再通过“未知”恶意软件类别或“未命名的”恶意软件威胁的
条件来过滤网络跟踪结果。

但是，一些较早的恶意软件数据仍出现在报告中并显示为“未命名的恶意软件威胁”和“未知恶
意软件类别”；这些结果不再有“网络跟踪”中详细信息的链接且不再支持在“网络跟踪”范围
内过滤。

（网络安全）主配置的更改 
• 分配给主配置 8.5 或更高版本的设备（取决于您从哪个 AsyncOS 版本升级）在升级后会被分

配给与本版本关联的主配置。旧版主配置现存的设置被自动无缝导到新版的主配置。

• 从版本 9.5.1 开始，主配置 9.0 和 8.1 支持对访问策略的配置，用以控制范围请求的应用方式。

（网络安全）网络信誉过滤报告的更改 
版本 9.5.1 引入了这些更改。

• “按被阻止的事务划分的网络信誉威胁类型”图表现在被称为“被 WBRS 阻止的网络信誉威
胁类型”。

• “按进一步扫描的事务划分的网络信誉威胁类型”图表现在被称为“在其他事务中检测到的
威胁类型”。

该图表显示的威胁用彩色标记以表明它们未被阻止的原因。

新的标签能够更好地描述图表中显示的数据。文档也进行了更新以更准确描述这些数据。

安装和升级说明 
• 其他重要阅读事项（第 6 页）

• 虚拟设备（第 6 页）

• 升级前的要求（第 6 页）

• 升级到本版本（第 7 页） 

• 重要提示！升级后的要求（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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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和升级说明

其他重要阅读事项 
您还需查看关于下列版本的说明： 

• 相关的邮件和网络安全版本。

• 安全管理 AsyncOS 的早期版本（如果您是从早期版本而不是从最接近的版本升级）。这些
版本说明可能不包含有关升级到您当前的版本和本版本之间的版本的信息。

有关此信息的链接，请参阅相关文档（第 11 页）。

虚拟设备 
要设置虚拟设备，请参阅《思科内容安全虚拟设备安装指南》，网址为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gement-appliance/products-instal

lation-guides-list.html 。

升级虚拟设备 

如果您当前的虚拟设备版本不支持超过 2 TB 的磁盘空间，并且您要在本版本中使用超过 2 TB 的
磁盘空间，您不可只升级虚拟设备， 

而是应该为本版本部署一个新的虚拟机实例。

当您升级虚拟设备时，现有的许可证维持不变。

从物理设备迁移到虚拟设备 

步骤 1 请参阅虚拟设备（第 6 页）中介绍的文档来设置您的虚拟设备。

步骤 2 将您的物理设备升级到本 AsyncOS 版本。

步骤 3 保存已升级的物理设备中的配置文件。

步骤 4 将物理设备中的配置文件加载到虚拟设备上。

请务必选择与磁盘空间和网络设置相关的选项。

后续操作 

如果您将物理设备用作备份设备，请参阅《用户指南》和联机帮助中有关备份的信息。例如，您需
确保备份设备没有直接从托管的邮件和网络安全设备中获取数据，或将配置导到网络安全设备。

升级前的要求 
在升级之前，请执行以下重要任务： 

• 准备 SSH 漏洞修复（第 7 页）

• 确认相关邮件和网络安全设备的版本（第 7 页）

• 备份您现有的配置（第 7 页）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gement-appliance/products-installation-guides-list.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gement-appliance/products-installation-guides-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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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和升级说明

准备 SSH 漏洞修复 

从 AsyncOS 9.5.0-125 以前的版本升级时的要求。

如果您的设备存在以下安全性漏洞，升级时，这些漏洞会被修复： 
http://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50625-ironport 。

如果您未在升级前修补该问题，在升级时，您将看到一条消息提示该问题已解决。如果您看到此
消息，您必须执行某些操作，才能在升级后将您的设备恢复至正常工作状态。要简化这些任务，
在升级之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 您需要相应的托管设备凭证，才能在安装后重新建立与这些设备的连接。

• 对于网络安全设备，如果您采用集中配置管理，那么在安装补丁后，您需要将主配置重新分
配到每台设备。建议：在安装补丁前，在“网络”(Web) >“实用程序”(Utilities) >“主配
置”(Configuration Masters) >“编辑设备分配列表”(Edit Appliance Assignment List) 页面中，
请抓取该列表的屏幕截图。

有关此问题的升级后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虚拟设备：SSH 安全性漏洞修复所需的更改（第 8 页）。

确认相关邮件和网络安全设备的版本 

在升级之前，请确认您要托管的邮件安全设备和网络安全设备是否运行兼容的版本。请参阅与邮件
和网络安全版本的兼容性（第 3 页）。

备份您现有的配置 

在升级思科内容安全管理设备之前，请保存安全管理设备上现有的 XML 配置文件。将该文件保
存到设备之外的位置。有关重要警告和说明，请参阅《用户指南》或联机帮助中“保存和导出当
前配置文件”一节。

升级到本版本

步骤 1 解决升级前的要求（第 6 页）中描述的所有问题。

步骤 2 请遵循本版本的 PDF 版《用户指南》中“升级之前：重要步骤”中的所有说明。

步骤 3 执行升级： 

请遵循您现有版本的 PDF 版《用户指南》中“通用管理任务”一章中“升级 AsyncOS”一节中的
说明。

注意 在重新启动后至少 20 分钟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即使是为了对升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都不要中断设备电源。如果您有虚拟设备，请勿使用虚拟机监控程序或主机操作系统工具
来重置、重启或关闭虚拟机。

步骤 4 10 分钟后，再次访问该设备并登录。

步骤 5 请遵循本版本的 PDF 版《用户指南》中“升级之后”中的说明。

步骤 6 执行重要提示！升级后的要求（第 8 页）中的所有任务。

步骤 7 如果适用，请参阅从物理设备迁移到虚拟设备（第 6 页）。

http://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50625-iron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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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和升级说明

重要提示！升级后的要求 

虚拟设备：SSH 安全性漏洞修复所需的更改 

这些要求适用于从 AsyncOS 9.5.0-125 以前的版本升级的情况。

如准备 SSH 漏洞修复（第 7 页）中所述，如果您的设备存在以下安全性漏洞，升级时，这些漏洞
会被修复： 
http://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50625-ironport 。

如果您未在升级前修补该问题，在升级时，您将看到一条消息提示该问题已解决。如果您看到此
消息，您必须执行必要操作，才能在升级后将您的设备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 如果您从 AsyncOS 8.4.0-150 升级： 

在运行升级之后，您将看到一条“升级失败”的消息，但是补丁已经正确安装。然而您还需
要手动重启设备来完成安装步骤： 

在看到“升级失败”的消息后，upgrade 命令选项会再次出现。按 <Enter> 退出 upgrade 命
令，然后输入 reboot 命令。

您应该还会收到有关应用故障的警报，请忽略该警报。

• 检索准备 SSH 漏洞修复（第 7 页）中提示您应注意的信息。

• 从 SSH 实用程序的已知主机列表中移除您设备的现有条目。通过 SSH 协议连接到设备，然后
使用新密匙接受连接请求。

• 如果您使用 SCP 推送来将日志传输至远程服务器（包括 Splunk）：清除远程服务器中设备的
旧 SSH 主机密钥。

• 根据所需，多次使用 logconfig > hostkeyconfig > delete CLI 命令来清除与每台托管 ESA 
和 WSA 虚拟设备关联的旧密匙。

• 重新建立到每台托管设备（）的连接，而且（如适用）将每台托管设备重新分配至相应的主
配置。

1. 转至“管理设备”(Management Appliance) >“集中服务”(Centralized Services) >“安全设
备”(Security Appliances)，然后点击列表中相关设备的链路。

2. 点击“建立连接”(Establish Connection)。

3. （仅托管 WSA）如果您的设备已配置为集中配置管理，请将主配置分配至每台托管 WSA。

4. 提交并应用更改（如适用）。

5. 对每台托管设备重复上述步骤。

文件分析：要查看云中分析结果详细信息所需的更改 

本章节的要求适用于从 AsyncOS 9.5.0-125 以前的版本升级的情况。

对于从您组织的所有邮件和网络安全设备上传的文件，如您要查看云中所有这些文件的详细文件
分析结果，您需要在升级后在每台设备上配置一个设备组。要在您的内容安全管理设备上配置设
备组，请参阅本版本的 PDF 版《用户指南》中“邮件或网络报告”一章。

http://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CiscoSecurityAdvisory/cisco-sa-20150625-iron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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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档更新

文档更新 
PDF 版《用户指南》的版本可能比联机帮助的版本更新。要获取 PDF 版《用户指南》及其他有关
此产品的文档，请在联机帮助中点击查看 PDF (View PDF) 按钮，或访问相关文档（第 11 页）中
显示的 URL。

有关其他资源的信息（包括技术说明和思科支持社区）可在联机帮助和 PDF 版《用户指南》的
“其他资源”一章中找到。

警报：380 或 680 硬件上的电池再学习已超时（RAID 事件） 
问题 如果您收到有关 380 或 680 硬件的主题为“电池再学习已超时”(Battery Relearn Timed Out) 
的警报， 

解决方案 此警报可能表示存在问题，也可能不表示存在问题。电池本身再学习超时并不意味着 
RAID 控制器出现任何问题。控制器可以在随后的再学习操作中恢复。请监控您的邮件在接下来
的 48 小时是否收到任何其他 RAID 警报，确保不是任何其他问题所带来的副作用。如果您没有看
到来自系统的任何其他 RAID 相关警报，则可以放心地忽略此警报。

SNMP 
AsyncOS 支持通过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版本 v1、v2 和 v3 进行系统状态监控。

您可从以下网站找到 MIB：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gement-appliance/tsd-products-s

upport-series-home.html 。

当设置 SNMP 来监控连接时： 

如果在配置 connectivityFailure SNMP 陷阱时输入 URL 属性，请确定 URL 是否指向相关目录或
文件。

• 如果是目录，请添加尾部反斜杠 (/) 

• 如果是文件，请勿添加尾部反斜杠 

从 syncOS 8.4 开始，适用以下信息： 

必须将 SNMPv3 与密码身份验证和 DES 加密结合使用，才可以启用此服务。（有关 SNMPv3 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 2571-2575。）您必须设置至少 8 个字符的 SNMPv3 口令，才可以启用 
SNMP 系统状态监控。首次输入 SNMPv3 口令时，您必须重新输入口令进行确认。下次运行该命
令时，snmpconfig 命令会“记住”此口令。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gement-applianc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gement-applianc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gement-applianc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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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和已修复的问题

已知和已修复的问题 
请使用缺陷搜索工具查找发货版本中已知和已修复的问题。

注意 思科邮件安全设备和思科网络安全设备中的已知问题可能出现在思科内容安全管理设
备中，或会影响思科内容安全管理设备的功能。

上述内容安全管理版本的已知问题还可能影响本版本。

• 缺陷搜索工具的要求（第 10 页）

• 已知和已修复问题列表（第 10 页）

• 其他漏洞搜索（第 11 页）

缺陷搜索工具的要求 
如果您没有思科帐户，请注册思科帐户。请访问 https://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

已知和已修复问题列表 

注意 之前版本遗留的问题在本版本中可能该未得到解决。

版本 9.6.1 中已知和已修复的问题 

版本 9.6.0 中已知和已修复的问题 

该版本中的已知问题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search?kw=*&pf=prdNm&pfVal=2825091
31&rls=9.6.1&sb=anfr&sts=open&bt=empCustV

已修复的问题 https://bst.cloudapps.cisco.com/bugsearch/search?kw=*&pf=prdNm&pfVal=
282509131&rls=9.6.1&sb=anfr&sts=fd&bt=custV

该版本中的已知问题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search?kw=*&pf=prdNm&pfVal=2825091
31&rls=9.6.0&sb=anfr&sts=open&srtBy=byRel&bt=CustV 

已修复的问题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search?kw=*&pf=prdNm&pfVal=2825091
31&rls=9.6.0&sb=anfr&sts=fd&srtBy=byRel&bt=custV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search?kw=*&pf=prdNm&pfVal=282509131&rls=9.6.1&sb=anfr&sts=open&bt=empCustV
https://bst.cloudapps.cisco.com/bugsearch/search?kw=*&pf=prdNm&pfVal=282509131&rls=9.6.1&sb=anfr&sts=fd&bt=custV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search?kw=*&pf=prdNm&pfVal=282509131&rls=9.6.0&sb=anfr&sts=open&srtBy=byRel&bt=CustV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search?kw=*&pf=prdNm&pfVal=282509131&rls=9.6.0&sb=anfr&sts=fd&srtBy=byRel&bt=custV
https://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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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档

其他漏洞搜索 

程序

步骤 1 请访问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 。

步骤 2 使用思科帐户凭证登录。

步骤 3 输入搜索条件。

例如，输入漏洞编号，或 

a. 点击从列表中选择 (Select from list)，然后导航到您的产品并选中。

思科邮件安全设备 

思科网络安全设备

思科内容安全管理设备 

b. 对于版本，请输入 AsyncOS 版本号，如 8.1.1。

步骤 4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问题，请点击工具右上角的帮助 (Help) 或反馈 (Feedback) 链接。

相关文档 
除了以下表格中的主要文档，联机帮助和 PDF 版《用户指南》中“更多信息”一章还包含有关其
他资源的信息（包括知识库和思科支持社区）。

思科内容安全产品的文档： 位于： 

思科内容安全管理设备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
gement-applianc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网络安全设备s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web-security-applianc
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邮件安全设备s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email-security-applia
nc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内容安全产品的命令行参考
指南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email-security-applia
nce/products-command-reference-list.html

思科邮件加密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email-encryption/tsd-
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content-security-management-applianc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web-security-applianc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email-security-applianc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email-security-appliance/products-command-reference-list.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email-encryption/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https://tools.cisco.com/bug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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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与支持

服务与支持

注意 要获取虚拟设备支持，请致电思科 TAC 和提供您的虚拟许可证编号 (VLN)。

思科 TAC：http://www.cisco.com/en/US/support/tsd_cisco_worldwide_contacts.html 

传统 IronPort 的支持网站：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web/services/acquisitions/ironport.html 

对于普通问题，您还可以获取设备客户支持。如需相关指导，请参阅《用户指南》或联机帮助。

本文档需结合“相关文档”一节中列出的文档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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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协议 (IP) 地址和电话号码并非实际地址和电话号码。本文档中所含的任何示例、命令显示输出、网络拓扑图和

其他图形仅供说明之用。说明性内容中用到的任何真实 IP 地址或电话号码纯属巧合，并非有意使用。

© 2016 年思科系统公司。版权所有。

http://www.cisco.com/en/US/support/tsd_cisco_worldwide_contacts.html
http://www.cisco.com/web/services/acquisitions/ironport.html
http://www.cisco.com/go/trademarks

	目录
	新增功能
	版本 9.6.1 新增功能
	版本 9.6.0 的新增功能

	支持的硬件
	升级路径
	升级到版本 9.6.1-019（GD - 通用部署）
	升级到版本 9.6.0-051（GD - 通用部署）

	内容安全版本术语
	与邮件和网络安全版本的兼容性
	新信息及更改内容
	通信协议
	（邮件安全）URL 过滤报告更改
	（邮件安全）营销邮件报告更改
	当在升级期间保存配置文件时进行更改 (CLI)
	（网络安全）恶意软件类别和恶意软件威胁的更改
	（网络安全）主配置的更改
	（网络安全）网络信誉过滤报告的更改

	安装和升级说明
	其他重要阅读事项
	虚拟设备
	升级虚拟设备
	从物理设备迁移到虚拟设备

	升级前的要求
	准备 SSH 漏洞修复
	确认相关邮件和网络安全设备的版本
	备份您现有的配置

	升级到本版本
	重要提示！升级后的要求
	虚拟设备：SSH 安全性漏洞修复所需的更改
	文件分析：要查看云中分析结果详细信息所需的更改


	文档更新
	警报：380 或 680 硬件上的电池再学习已超时（RAID 事件）
	SNMP

	已知和已修复的问题
	缺陷搜索工具的要求
	已知和已修复问题列表
	版本 9.6.1 中已知和已修复的问题
	版本 9.6.0 中已知和已修复的问题
	其他漏洞搜索

	相关文档
	服务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