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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012年上半年

前言

本指南的目标受众

Cisco®智能业务平台(IBA)指南主要面向承担以下职务的人员：

● 需要实施解决方案时的标准规范的系统工程师

● 需要撰写思科IBA实施项目工作说明书的项目经理

● 需要销售新技术或撰写实施文档的销售合作伙伴

● 需要课堂讲授或在职培训材料的培训人员

一般来说，您也可以将思科IBA指南作为工程师之间技术交流、项目实施经验分享的统

一指导文件，或利用它更好地规划项目成本预算和项目工作范围。

版本系列

思科将定期对IBA指南进行更新和修订。在开发新的思科IBA指南系列时，我们将会对

其进行整体评测。为确保思科IBA指南中各个设计之间的兼容性，您应当使用同一系列

中的设计指南文档。

所有思科IBA指南的封面和每页的左下角均标有指南系列的名称。我们以某系列指南发

布时的年份和月份来对该系列命名，如下所示：

年       月 系列

例如，我们把于2011年8月发布的系列指南命名为“2011年8月系列”。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IBA指南系列： 

客户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合作伙伴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何阅读命令

许多思科IBA指南详细说明了思科网络设备的配置步骤，这些设备运行着Cisco IOS、

Cisco NX-OS或其他需要通过命令行界面(CLI)进行配置的操作系统。下面描述了系统命

令的指定规则，您需要按照这些规则来输入命令。

在CLI中输入的命令如下所示：

 configure terminal 

为某个变量指定一个值的命令如下所示：

 ntp server 10.10.48.17 

包含您必须定义的变量的命令如下所示：

 class-map [highest class name]

以交互示例形式显示的命令（如脚本和包含提示的命令）如下所示：

 Router# enable 

包含自动换行的长命令以下划线表示。应将其作为一个命令进行输入：

 wrr-queue random-detect max-threshold 1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系统输出或设备配置文件中值得注意的部分以高亮方式显示，如下所示：

 interface Vlan64

     ip address 10.5.204.5 255.255.255.0

问题和评论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qpt

如果您希望在出现新评论时获得通知，我们可以发送RSS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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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IBA指南的内容

本IBA指南的内容2012年上半年

关于IBA

思科IBA能帮助您设计和快速部署一个全服务企业网络。IBA系统是一种规范式设计，

即购即用，而且具备出色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思科IBA在一个综合解决方案中集成了局域网、广域网、无线、安全、数据中心、应用

优化和统一通信技术，并对其进行了严格测试，确保能够实现无缝协作。IBA采用的组

件式方法简化了在采用多种技术时通常需要进行的系统集成工作，使您可以随意选择能

够满足企业需求的解决方案，而不必担心技术复杂性方面的问题。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IBA使用入门》文档：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Borderless_Networks/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关于本指南

此附加部署指南包含以下章节：

● 业务概述——您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业务决策者可通过本章内容来了解介绍的解决

方案与其企业运营的相关性。

● 技术概述——思科如何应对上述挑战。技术决策者可以利用此章节的内容了解解决方

案的工作原理。

● 部署详情——解决方案的具体实施步骤介绍。系统工程师可以在这些步骤的指导下快

速可靠地配置和启用解决方案。

本指南假定您已经阅读了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如成功部署路线图中所示。

成功部署路线图

为确保您能够按照本指南中的设计成功完成部署，您应当阅

读本指南所依据的所有相关指南——即上面路线图中本指南左

侧的所有指南。所有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都在右侧。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qpt

基础设计概述      基础部署指南

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 您在这里

本IBA指南的内容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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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述

企业提供的网络访问服务在提供巨大回报的同时也带来了极高风险。 

为员工提供网络访问服务会引发的四个重要风险是： 

• 由于非工作相关的网络浏览，造成员工的工作效率下降 

• 带宽消耗增长

• 由恶意软件威胁而导致数据泄露

• 由员工访问违规内容而带来的责任风险

鉴于当前由用户创建的内容十分普及，而且有大量主机因为未能及时注意到安全更新要

求或缺少安全配置，而在互联网上分发恶意内容或危险内容，这使员工访问网络成为了

一项高风险行为（图1）。网络内容具有动态的特点，因此很难实时洞察整个互联网的

威胁状况。人工操作、感染了蠕虫的计算机会不断扫描互联网，搜索它们能够感染的网

络服务器，以便不断传播病毒，影响更多上网冲浪的用户。 

 

图1. 部署Cisco IronPort WSA的业务原因

简介

简介

技术概述

Cisco®IronPort网络安全设备（WSA）是一个Web代理，与其它思科网络组件共用，能

够监视和控制对于外部网络内容的访问请求，并过滤返回的流量，抵御非法或恶意内容

（图2）。 

图2. 采用IronPort WSA的逻辑流量传输图

2012年上半年互联网

恶意软件，

蠕虫，病毒，

网络钓鱼攻击等

互联网边缘

防火墙

用户社区

带宽浪费

浏览与工作无关的

网络内容

用户社区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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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SA

Cisco ASA

1. 用户发起的网络访问请求

2. Cis c o A S A防火墙将请求重定向到

Cisco WSA

3. Cisco WSA检查请求，如果请求违反

安全策略，则拒绝请求并回复

4. 如果请求符合安全策略，则C i s c o 

WSA会建立到Web的新连接

5. Web服务器回复，将内容发送到Cisco 

WSA

6. Cisco WSA检查内容是否符合规定，

如果没有问题，则将内容转发给提出

请求的用户

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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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IronPort WSA通过一个或多个接口连接到网络中，并通过此接口转发请求和回

复。通过在终端主机上的显性代理配置，或运行在边界防火墙或路由器等内嵌(inline)

设备上的诸如Web高速缓存控制协议（WCCP）的网络协议，流量可以被定向到Cisco 

IronPort WSA。

Cisco IronPort WSA使用多种机制提供网络安全和内容控制。 

• Cisco IronPort WSA首先通过基于类别的Cisco IronPort Web Usage Controls（网络

使用控制），在一个活动数据库基础上提供了基本的URL过滤，该数据库中包括以50

多种语言进行的对190个国家/地区站点的分析。 

• 信誉数据库将对内容进行过滤。Cisco Security Intelligence Operations应用每五分

钟对信誉数据库进行一次更新。 这些更新包含从多种互联网资源收集的威胁信息，

以及从使用思科安全设备并自愿加入Cisco SenderBase网络的客户那里获取的内容

信誉度信息。

• 如果不知道网站或其内容的具体信息，但客户已选择参加Cisco SenderBase网络，

Cisco IronPort WSA会进行动态内容分析，来实时确定内容性质，并将结果反馈给

SenderBase信息库。

在面向中小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中，Cisco IronPort WSA通过一个接口与思科

自适应安全设备(ASA)5500的内网相连。Cisco IronPort WSA连接至同一VLAN上高度

可用的分布式交换机，用作Cisco ASA的内部接口。Cisco ASA采用WCCP将连接重定

向至Cisco IronPort WSA（图3）。 

图3. 无边界网络中的Web安全部署。

备  注

远程站点
分布层

接入层

互联网

互联网边缘

防火墙

思科Web安全

设备

用户社区

分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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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接入点

广域网

PSTN

互联网

硬件与软件VPN

客户端接入

交换机

无线接入点

IP电话

客户端接入

交换机堆叠

总部路由器

防火墙

核心局域网

交换机

UCS服务器

服务器机房

交换机

Web安全设备

应用优化

无线控制器

UC管理主机

远程站点局域网

交换机                               

支持应用优化的

ISRG2

远程站点

接入层

核心层

服务器机房

简介2012年上半年

图4. 网络基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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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详情

本节详述了部署Cisco IronPort WSA需要完成的步骤，包括：

• Cisco IronPort WSA部署的准备工作

• 完成基本部署

• 启用安全服务

• 部署WCCP

• 部署HTTPS

• 启用身份验证

• 维护Cisco IronPort WSA

Cisco IronPort WSA部署的准备工作

 1. 规划Cisco IronPort WSA安装

因为Cisco IronPort WSA并非以inline（内嵌）的方式部署在客户端和客户端试图访问

的网站之间，因此您必须使用一种方法将Web流量转向或重定向到IronPort WSA。共

有两种可行方法能将流量重定向到IronPort WSA。 

显性代理部署是指一个客户端代理感知的应用，如一个技术成熟的web浏览器，其中有

一个代理设置的配置区域用于宣称使用类似于Cisco IronPort WSA的代理。这种方法通

常会与防火墙共用，以限制来自非IronPort WSA IP地址的网络流量通过，防止用户绕

过网络策略控制直接访问互联网。从操作角度来说，这种方法尽可能实现了简化，因为

代理感知的应用了解代理的情况，并与代理一起为客户端提供所需服务，这与让应用在

不知情状况下使用代理的透明代理部署方法截然不同。然而，从部署角度，显性代理部

署的问题在于管理员应如何为每个客户端配置Cisco IronPort WSA代理设置。 

显性代理是在部署Cisco IronPort WSA时测试其配置的好方法，因为它无需依靠网络中

的其它任何组件就能工作。

为了进一步简化显性代理部署，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AD）支持Web代

理自动发现协议(WPAD)等协议以及PAC脚本和Microsoft群组和系统策略控制

等工具，但这些主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 

在透明代理部署中，所有端口80（可能还有端口443）的流量均通过位于某个网络瓶颈

点的另一台网络设备重定向至Cisco IronPort WSA。透明代理部署可以采用Cisco ASA

防火墙（或其它支持WCCP v2重定向的网络设备）轻松完成，本部署指南中采用的就

是这种方法。 

如果您的用户测试规模较小，您可以在不影响整个网络的情况下，轻松地手动

配置每个客户端并跳过本部署指南的WCCP部分。

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在一个IronPort WSA上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显性代理和透

明代理）。 

流程

技术提示

读者提示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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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interface type] [number]
 switchport
 switchport access vlan [number]

 

           程序1               规划Cisco IronPort WSA安装

步骤1：确定Web流量发送到Cisco IronPort WSA的方式。因为这一步涉及到WSA以外

的其它设备，这通常被认为是Cisco WSA集成中最困难的环节。有关这两种方法的具

体说明，请参见上面“技术概述”中的“代理部署方法”部分。

步骤2：确定使用哪种类型的物理拓扑结构。 

WSA有6个千兆接口：

• 2个管理接口，标为M1和M2

• 两个流量监控接口，标为T1和T2

• 两个代理数据接口，标为P1和P2 

在本部署指南中，Cisco WSA将在管理接口上集成提供管理和代理服务，不使用其它

接口。这是客户最常选择的方式，因为它通过降低路由复杂度简化了部署，而且只需为

Cisco WSA提供一个IP地址。 

完成基本部署

1. 配置交换机端口

2. 设置基本网络设置

3. 采用设置向导进行初始化配置

4. 配置系统更新

5. 配置特性密钥

要完成基本部署，必须先完成初始化设置，包括带外配置。然后配置系统和特性密钥，

这都需要Cisco IronPort WSA具有HTTP/S互联网访问能力。

          程序1                 配置交换机端口

步骤1：在核心层－分布层交换机（将连接WSA的管理端口）上配置到互联网边缘

VLAN的访问端口，并在WSA和交换机间连接一条以太网电缆。

步骤2：交换机端口配置示例：

          程序2                设置基本网络设置

您需要提供基本网络设置，如IP地址和默认网关等，以支持初始连接。最好仅通过命令

行界面进行最基本的配置，之后使用GUI中的相应部分进行高级配置。因此，此程序仅

包括基本网络设置。 

步骤1：为了通过串行控制台端口更改默认网络设置，使用一条标准零调制解调器电

缆连接，将终端模拟器设置为8-1-none 9600波特，然后使用默认用户名admin和密码

ironport登录。

步骤2：运行interfaceconfig和setgateway命令。

步骤3：运行commit命令，保存您的更改，并将其置于正在运行的配置中。 

步骤4：输入主机名。这个为WSA配置的主机名必须能够完全正向/逆向解析，并在您

的DNS系统中采用缩写形式。正确输入此主机名信息是十分重要的。 

流程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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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port.example.com> interfaceconfig 
Currently configured interfaces: 
1. Management (192.168.42.42/24 on Management: ironport.
example.com)
Choose the operation you want to perform: 
- NEW - Create a new interface. 
- EDIT - Modify an interface. 
- DELETE - Remove an interface. 
[]> edit 
Enter the number of the interface you wish to edit. 
[]> 1 
IP Address (Ex: 192.168.1.2): 
[192.168.42.42]> 10.10.27.50 
Netmask (Ex: “255.255.255.0” or “0xffffff00”): 
[255.255.255.0]> 255.255.255.128 
Hostname: 
[ironport.example.com]> websec1.cisco.local 
Do you want to enable FTP on this interface? [Y]>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FTP? [21]> 21
Do you want to enable SSH on this interface? [Y]>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SSH? 
[22]> 22
Do you want to enable HTTP on this interface? [Y]>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HTTP? 
[8080]> 8080
Do you want to enable HTTPS on this interface? [Y]>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HTTPS? 
[8443]> 8443
You have not entered an HTTPS certificate. To assure privacy, 
run “certconfig” first. You may use the demo, but this will 
not be secure.
Do you really wish to use a demo certificate? [Y]> Y
Both HTTP and HTTPS are enabled for this interface, should 
HTTP requests redirect to the secure service? [Y]> Y
The interface you edited might be the one you are currently 
logged into.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hange it? [Y]> Y

Currently configured interfaces: 
1. Management (10.10.27.50/25 on Management: websec1.cisco.
local)
Choose the operation you want to perform: 
- NEW - Create a new interface. 
- EDIT - Modify an interface. 
- DELETE - Remove an interface. 
[]> <enter>
ironport.example.com> setgateway 
Warning: setting an incorrect default gateway may cause the 
current connection to be interrupted when the changes are 
committed.
1. Management Default Gateway 
2. Data Default Gateway 
[]> 1 
Enter new default gateway: 
[ ]> 10.10.27.1
ironport.example.com> commit 
Please enter some comments describing your changes: 
[]> basic setup 

websec1.cisco.local> ping 10.10.27.1 
Press Ctrl-C to stop. 
PING 10.10.27.1 (10.10.27.1):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0.10.27.1: icmp_seq=0 ttl=255 time=0.678 ms 
64 bytes from 10.10.27.1: icmp_seq=1 ttl=255 time=0.524 ms 
64 bytes from 10.10.27.1: icmp_seq=2 ttl=255 time=0.522 ms 
^C 
--- 10.10.27.1 ping statistics --- 
3 packets transmitted, 3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in/avg/max/stddev = 0.522/0.575/0.678/0.073 ms 

步骤5：输入基本设置。

配置完成后，您应当能够对网络上的设备进行ping操作，其前提是假设已创建了正确的

网络访问权限（如需要，可在防火墙上创建）。以下是WSA对其默认网关进行ping操

作的示例：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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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3                采用设置向导进行初始化配置

您可通过Web浏览器访问Cisco WSA界面。

步骤1：在您的浏览器中，输入设备地址和端口8443。（例如，https://10.10.27.50:8443）

如果您无法连接，通过ping探测设备地址，来对连接进行测试。如果ping失败，则表示

PC、网络或路由出现问题，或是WSA的IP地址已经更改。您还可以连接至WSA的串口

进行故障排除。 

步骤2：登录。默认用户名是admin，密码是ironport。

步骤3：按照系统设置向导中的说明进行操作。如果向导未打开，或您希望从头开始

进行全新安装，您可通过转至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 > System Setup 

Wizard（系统设置向导）来打开向导。

 

步骤4：阅读并接受许可证，然后点击Begin Setup（开始设置）。 

步骤5：在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页面，确认主机名正确无误，输入您的DNS和

NTP信息，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本设计会使用NTP，因为有效的安全实践中需要在全网中具备一个稳定的时间参考系统。 

 

步骤6：在Network Context（网络上下文）页面不做任何更改，点击Next（下一步）。

如果您的环境中还有另外一个web代理，您可立即对其进行配置：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ecurity/web_security/scancenter/

sc5126/WSAAP.html#wp1022898

步骤7：在本部署中，M1同时提供管理和代理服务。 

在Network Interfaces and Wiring（网络接口和布线）页面，输入以下配置： 

• IP address（IP地址）—10.10.27.50

• Network Mask（网络掩码）—255.255.255.128

• Hostname（主机名）—websec1.cisco.local

不要选择Use M1 for Management only（仅将M1用于管理）复选框，不要使用接口

P1。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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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9：在Routes for Management and Data Traffic（管理和数据流量路由）页面，不

做任何更改，点击Next（下一步）。 

本页显示了当前网关信息，并允许输入可能需要的任意静态路由。在本部署中，这里仅

显示早先从CLI输入的网关信息。

步骤10：在Transparent Connection Settings（透明连接设置）页面，不做任何更改，

点击Next（下一步）。  

 

该页可配置WCCP，但稍后部分会详述WCCP的配置，因此现在先跳过这部分。

步骤11：在Administrative Settings（管理设置）页面，输入设备的管理员密码，然后

点击Next（下一步）。

在本页面，您还可定义SenderBase网络参与—控制是否将数据反馈回SenderBase，

以及如果反馈，定义反馈的数据类型。

 

步骤12：在Security Settings（安全设置）页面，不做任何更改，点击Next（下一步）。 

本页面定义设备的安全策略，以及不同安全特性将采用什么安全措施。因为默认设置是

设备处于纯监控模式，进行恶意软件和间谍软件扫描，所以该配置相当常用。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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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ec1.cisco.local> upgrade
Important: After upgrading, you cannot revert to a previous
version of the Web Security appliance. Cisco IronPort strongly
recommends you review the release notes to identify changes to
the Web Security appliance in the latest version.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with the upgrade? [Y]>
No available upgrades. 

 

步骤13：检查您的配置，确保正确无误，然后点击Install this Configuration（安装此配置）。

 

          程序4                配置系统更新

如果有更新的软件版本推出，应选择并安装。一般来说，您应安装所有升级。每个升级

通常都需要重启动设备，因此升级需要一定的时间。 

步骤1：要升级设备上的代码，点击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System 

Upgrade（系统升级）。屏幕将显示当前的软件版本。 

步骤2：如需查看最新更新，点击Available Updates（可用的更新）。 

此外，也可通过控制台进行升级。运行upgrade命令，直至显示下列信息，表明没有新

的更新： 

          程序5                 配置特性密钥

步骤1：访问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 Feature Keys（特性密钥）。本页

面显示了设备上不同特性的许可密钥。 

步骤2：如需查看设备是否有任何尚未启用的许可证，点击Check for New Keys（检查

新密钥）。此步将指导设备连接到许可证服务，进行查询，以了解它是否具备了允许运

行的全部特性。很可能在升级了代码之后（特别是在执行了许多升级的情况下）会丢失

特性密钥。下图提供了一个评估设备特性密钥的显示示例： 

 

如果某些密钥的有效时间不足30天，该设备可能是一个评估设备。用户购买的设备大

约还将有一年或更长时间的有效期。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11

 

 

 

 

 

 

 

 

还需注意的是，密钥包括一个标为Cisco IronPort Web Usage Controls的密钥。该密钥

是某些最新的软件版本为设备添加的一个特性。如果您的设备配备了在添加此特性前发

布的代码，则它不会有相应的密钥。 

步骤3：如果您的设备丢失了密钥或者密钥有效期不正确，请联系您信赖的Cisco IronPort

合作伙伴或思科客户团队来解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提供您的设备序列号（该号码位于

Feature Key（特性密钥）页的顶部）。 

启用安全服务

1.开启网络使用控制

2.测试Cisco IronPort WSA

3.配置日志

4.设置定制URL类别

5.定义访问策略

6.定义信誉和防恶意软件设置

    

         程序1                  开启网络使用控制

该程序可创建除默认行为外的更多安全策略。 

步骤1：转至Security Services（安全服务） > Acceptable Use Controls（可接受的使

用控制）。 

步骤2：点击Edit Global Settings（编辑全局设置）。 

步骤3：确保选择了Cisco Ironport Web Usage Controls。

步骤4：确保选择了Enable Dynamic Content Analysis Engine（启用动态内容分析引擎）。

步骤5：如果进行了任何变更，请提交并执行这些变更。 

在Acceptable Use Controls（可接受的使用控制）主页上列出了Acceptable Use 

Controls Engine Updates（可接受的使用控制引擎更新）。 

步骤6：点击Update Now（立即更新），直至页面反馈成功信息。 请确保至少有一部

分控制功能采用最新的更新版本或相当新的版本。因为更新安排是随机的，所以无法准

确了解每个组件何时会有更新面世。Web Prefix Filters和Web Categories List更新相当

频繁，是了解最新更新历史记录的好途径。 

 

        程序2                  测试Cisco IronPort WSA

您现在可以测试Cisco IronPort WSA的功能。 

步骤1：在网络内部设置一个客户端，将Cisco IronPort WSA作为所选网络浏览器中的

显性代理。 

步骤2：使用该设备的IP地址作为代理，将端口设为3128。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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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对两个不同的地址进行测试：

• 测试一个可外部解析的地址，如www.cisco.com，应无任何问题地对请求做出回应。

该测试证实，客户端能接入互联网，且流量流经Cisco WSA。 

• 另一地址应为不可外部解析的地址，如www.not-a-site.com。Cisco WSA而非浏览器

应针对此请求返回一个错误信息；从而证实WSA正在提供内容。 

浏览器会返回一条错误信息，如下所示： 

 

Cisco IronPort WSA会返回一条错误信息，如下所示： 

 

        程序3                 配置日志

为监控Web的使用情况，设备会将客户端访问数据存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而出于

空间原因，日志会循环存储。 

如果您需要长期法规遵从性报告，请查询第三方监控解决方案，如Splunk：

http://www.splunk.com/。

为运行第三方的报表产品，Cisco IronPort WSA需将其日志发送到一个该报表产品能够对

其进行访问的FTP服务器上。在本部署中，我们假定您已经部署并配置了FTP服务器。

 

步骤1：应用配置，将访问日志从W S A发送到您的F T P服务器。转至S y s t e 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 > Log Subscriptions（日志订阅），然后点击Add Log 

Subscription（添加日志订阅）。

 

步骤2：确认Configured Log Subscriptions（配置的日志订阅）窗口如下所示。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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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4                设置定制URL类别

现在可以设置一些标准的定制URL类别，大多数管理员都发现他们需要这些URL类别来

进行所需的URL过滤。 

步骤1：转至Web Security Manager（Web安全管理器） > Custom URL Categories

（定制URL类别）。

步骤2：选择Add Custom Category（添加定制类别）。 

步骤3：添加类别，这些类别反映了Cisco IronPort WSA将如何处理最终用户访问类别

中URL的尝试。例如，您可设置不同类别，来拦截、监控、报警或允许访问。为此，创

建四个不同的定制URL类别。这些类别都以Block List（拦截列表）开始。 

因为不能创建空类别，所以您必须在每个类别输入一个占位URL（block.com）。当您

发现希望拦截的URL并将其添加到类别中后，您可以从类别中删除该占位URL。 

 

步骤4：用这三个名称再创建三个列表：Monitor List（监控列表），Warn List（告警列

表）和Allow List（许可列表）。现在您应拥有一个已排序的定制类别列表。 

步骤5：执行更改。 

         程序5                定义访问策略

既然您已创建了定制类别，现在需启用它们并定义每个类别的相应操作。在此程序中您

将执行贵企业的可接受web使用策略，这其中包括URL类别（成人、体育运动和流媒体

等）以及希望采取的操作（监控、告警或拦截），并定义了是否需要纳入时间因素等。

 
步骤1：转至Web Security Manager（Web安全管理器） > 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步骤2：点击URL Filtering（URL过滤）下面的链接。 

步骤3：点击Select Custom Categories（选择定制类别）。

步骤4：对于您前面创建的四个定制类别中的每一个，在下拉框中选择Include in policy

（包括在策略中），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5：在Custom URL Category Filtering（定制URL类别过滤）对话框中，Category

（类别）下方，更改每个操作，以便与类别相匹配（将Block List（拦截列表）更改为

Block（拦截）操作，Monitor List（监控列表）更改为Monitor（监控）操作等等） 

 

步骤6：为测试部署，将某个预定义的类别更改为Block（拦截）。例如，将gambling

（博彩类）从Monitor（监控）改为Block（拦截）。 

您还能使用Category（类别）部分中介绍的功能来实施贵企业的网络访问策略，以便

合理使用网络。 

 

步骤7：点击Submit（提交）， 然后确认所有这些更改。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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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为测试这些更改，将浏览器配置为使用WSA作为Web代理，然后访问您所修改

过的类别中的一个URL。

Cisco IronPort WSA 应返回下图中显示的信息：

 

          程序6                 定义信誉和防恶意软件设置

您可根据网站给贵企业带来的风险程度，定义任意网站的信誉度。信誉度在负(-)10到正

(+)10之间，-10最不可信，+10最可信。 

• 默认状态下，信誉度为–6或更低的网站会被自动拦截，以防访问这些站点会将受感

染的内容带回网络。 

• 默认状态下，信誉度在–5.9和+5.9之间的网站会触发Cisco IronPort WSA使用Cisco 

IronPort Dynamic Vectoring and Streaming  (DVS)引擎扫描客户端请求和服务器响

应，它能搜索出很多类型的攻击，如网络钓鱼、恶意软件、病毒和蠕虫等。在默认

状态下，如果检测出以上攻击，安全策略不会对其进行拦截。 如需要，可在Web 

Security Manager（Web安全管理器）中实施对于安全策略的更改。 

• 默认状态下，信誉度高于6.0的URL直接获得许可，无需扫描。 

步骤1：转至Web Security Manager（Web安全管理器） >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然

后点击Web Reputation and Anti-Malware Filtering（Web信誉和防恶意软件过滤）下面的链接。 

该步骤会使您进入Web信誉设置部分，在此您能更改Web信誉和防恶意软件设置。思

科建议您在开始时使用默认信誉和防恶意软件设置。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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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WCCP

1.在Cisco WSA上配置WCCP

2.在防火墙上配置WCCP

         程序1                   在Cisco WSA上配置WCCP

既然Cisco IronPort WSA 已经运行并对HTTP流量应用了访问策略，那么现在我们可以

在该设备和Cisco ASA防火墙上部署WCCP，允许Cisco WSA开始直接接收来自Cisco 

ASA的流量，而不必将浏览器配置为使用WSA作为显性代理。 

步骤1：为添加新的重定向设备，转至Network（网络）> Transparent Redirection（透

明重定向），然后选择Edit Device（编辑设备）。

步骤2：在Type（类型）菜单中，选择WCCP v2 Router（WCCP v2路由器），然后点

击Submit（提交）。 

步骤3：在WCCP v2 Services（WCCP v2服务）下，点击Add Service（添加服务）。

在此处，您可以定义互联网边缘Cisco ASA用于将流量重定向到Cisco IronPort WSA的

策略。Cisco ASA将从Cisco WSA中获取策略并采用在Cisco WSA上定义的策略名称。

在此程序中，您定义两项策略，一个仅用于重定向HTTP流量，另一个重定向HTTP流

量和HTTPS流量。

步骤4：采用以下参数仅为HTTP添加一项服务：

• Service Profile Name（服务配置文件名称）—web_cache

• Standard Service ID（标准服务ID）—0

• Router IP address（路由器IP地址）—10.10.27.126

 

步骤5：点击Submit（提交）。

步骤6：在WCCP v2 Services（WCCP v2服务）下，点击Add Service（添加服务）。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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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采用以下参数同时为HTTP和HTTPS添加一项服务。

• Service Profile Name（服务配置文件名称）—All_Web

• Dynamic Service ID（动态服务ID）—90

• Port Numbers（端口编号）—80,443

• Router IP address（路由器IP地址）—10.10.27.126

 

步骤8：点击Submit （提交）， 然后执行这些更改。Transparent Redirection（透明重

定向）屏幕显示您更改后的结果。

 

Cisco IronPort WSA上还未设置HTTPS代理，因此，如果想立即为HTTPS启

动WCCP重定向，这些连接在配置之前将不可用。如果Cisco IronPort WSA

和Cisco ASA系统处在运行当中，不能停机，可以临时只为端口80创建一个策

略。在Cisco WSA上配置了HTTPS策略之后，更改Cisco ASA上使用的策略，

改为拉取HTTP和HTTPS 策略。 

         程序2                  在防火墙上配置WCCP

步骤1：为对互联网边缘的Cisco ASA防火墙进行配置，将HTTP和HTTPS流量重定

向到Cisco WSA，在防火墙上运行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管理器（ASDM），然后转至

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 > Advanced（高级） > 

WCCP。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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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在Service Groups（服务组）下，使用您在Cisco WSA上定义的动态服务编号

90（或只针对端口80重定向使用web_cache）建立一个新的服务群。  

 

配置的WCCP策略将把所有的HTTP和HTTPS流量重定向到Cisco IronPort WSA，这包

括从内部网到DMZ网络服务器的任意流量和任何使用HTTP或HTTPS的设备管理流量。

将任何这种流量发到Cisco WSA是不符合逻辑的。为了避免这种流量被重定向到Cisco 

WSA，可以在防火墙上建立一个访问控制列表（ACL），防止任何发往RFC 1918地址

的HTTP或HTTPS流量被重定向。  

步骤3：在上面步骤2中显示的Add Service Groups（添加服务组）对话框中，点击

Redirect List（重定向列表）框旁边的Manage（管理）。 

 

步骤4：在ACL Manager（ACL管理器）对话框中，点击Add（添加），选择Add ACL

（添加ACL），然后输入ACL名称：WCCP_Redirect。

步骤5：点击Add ACE，添加一行命令，拒绝从任意源到所有RFC 1918地址的IP服务。

   

步骤6：点击Add ACE（添加ACE），添加一行命令，允许从任意源到任意目的地的IP

服务，然后点击OK。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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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7：在Add Service Group（添加服务组）对话框中，在Redirect List list（重定向列

表）中选择上面创建的ACL（WCCP_Redirect）。点击OK，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步骤8：在Cisco ASDM中，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Management（设备

管理） > Advanced（高级） > WCCP > Redirection（重定向）。

步骤9：在Add WCCP Redirection（添加WCCP重定向）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

口）列表内，选择Inside（内部），在Service Group（服务组）列表内，选择90。

 

步骤10：测试配置。使用一个未配置的浏览器作为显性代理（或者取消显性代理设

置）来访问设备。 

步骤11：测试一个可解析的许可地址，如www.cisco.com。

步骤12：测试一个可解析的拦截地址（从上文配置的Blocked（拦截）类别中选择）。

要查看WCCP重定向是否运行正常，在Cisco ASDM中转至Monitoring（监控） > 

Properties（属性） > WCCP > Service Groups（服务组）。 

状态窗口应显示一个路由器ID，即Cisco ASA的IP地址之一（此例中为172.17.30.2）。

高速缓存引擎数目应为1，也就是Cisco IronPort WSA。如果一切正确运行，则会进行

重定向，同时Total Packets Redirected（重定向的总分组）数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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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HTTPS

1.设置HTTPS代理连接

2.配置HTTPS代理策略

        程序1                  设置HTTPS代理连接

步骤1：转至Security Services（安全服务） > HTTPS Proxy（HTTPS代理），然后点

击Enable and Edit Settings（启用和编辑设置），然后接受许可协议以继续。HTTPS 

Proxy Settings（HTTPS代理设置）对话框显示。在此，您可以定义您希望在哪些端口

上代理HTTPS（默认端口仅为TCP 443）。 

步骤2：为WSA生成一份证书，以便在代理连接的客户端使用。在生成证书方面您有两

个选项： 

• 选项A：生成一个证书通常意味着客户端浏览器将针对每个到HTTPS网站的连接对证

书提出质询。为避免这种情况，如果您拥有贵企业所信任的证书，则可以向设备上传

一份证书文件和与之匹配的专用密钥文件。如果用户已经在其设备中加载了此证书，

HTTPS代理将不会生成与未知证书颁发机构相关的错误。 

• 选项B：除了为Cisco IronPort WSA添加一个公司根证书之外，另外一个选择是通知

企业内部的用户接受作为可信任来源的WSA所提供的根证书。

此外，在Cisco IronPort WSA HTTPS Proxy Settings（Cisco IronPort WSA HTTPS代

理设置）对话框中，您还能配置当相连服务器的证书无效时，WSA应采取哪些措施。

这其中有多种选择，包括丢弃连接、解密或监控等，具体取决于证书错误的类型。 

步骤3：在定义了您的策略之后，点击Submit（提交），然后执行更改。 

 

流程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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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有关使用证书作为Cisco WSA HTTPS代理机制的一部分的信

息，请参考Cisco WSA用户指南，咨询您信赖的合作伙伴或思科销售代表。 

          程序2               配置HTTPS代理策略

HTTPS代理配置的第二步是配置有关HTTPS代理的策略。 

步骤1：转至Web Security Manager（Web安全管理器） > Custom URL Categories（定制

URL类别）。 

步骤2：如同您在上面程序4中所做的，添加三个新的定制类别：Drop List（丢弃列

表），Decrypt List（解密列表）和Pass Through List（直通列表）

步骤3：执行更改。

步骤4：转至Web Security Manager（Web安全管理器） > Decryption Policies（解密

策略），然后点击URL Categories（URL类别）下的链接。 

步骤5：点击Select Custom Categories（选择定制类别），然后点击Apply（应用）。

当您点击Select Custom Categories（选择定制类别）后，您将看到您所创建的所有定

制类别。不包括以前为HTTP创建的类别。对于三个新的项，在列表中选择Include in 

policy（包括在策略中）。单击Apply（应用）。

步骤6：更改新定制类别的操作，与其名称相对应：将Drop List（丢弃列表）的操作改

为Drop（丢弃）等。您更改操作后，它们应在Custom URL Category Filtering（定制

URL类别过滤）窗口中如下所示： 

步骤7：本页底部的Predefined URL Categories（预定义URL类别），允许您创建并实

施与设备如何处理特定网站类型的解密相关的策略。部分企业拥有不对医疗或金融类网

站、以及其它潜在网络类别进行解密的严格策略。此页面上的Categories（类别）允许

您在Cisco IronPort WSA上执行该策略。

 

步骤8：点击Submit （提交）， 然后执行这些更改。

步骤9：测试新配置。为测试您的新配置，您需要为确定已加密的网页（HTTPS）设置

类别，然后在测试流程中使用这些URL。因为您已经了解该站点是否为所有页面使用了

HTTPS，所以对您确定是HTTPS的特定页面使用定制类别，并将地址放入丢弃列表时

就会变得更加简单。当您尝试访问该网站时，设备应丢弃连接。 

读者提示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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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身份验证

1.设置身份验证

2.配置身份组

身份验证是确认用户身份的行为。当您启用身份验证时，在允许客户端连接目的地服务

器前，Cisco IronPort WSA会对网络上的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通过在Cisco IronPort 

WSA中使用身份验证，您能够：

• 使用一个集中的用户目录，按照用户或用户组成员设置不同的网络访问策略。 

• 启用用户跟踪，当某位用户违反适用的使用策略时，Cisco IronPort WSA会将用户与

发生的违规行为相匹配，而不是只使用一个IP地址。 

• 启用法规遵从性报告。 

Cisco IronPort WSA支持两种不同的身份验证协议：轻量目录访问协议(LDAP)和NT 

LAN Manager (NTLM)。因为大多数企业都有一个AD服务器，所以它们将使用NTLM。

只有使用NTLM时才能提供单点登录（SSO）。 

如果Cisco IronPort WSA采用透明模式部署并且启用了身份验证功能，则某个事务处理

需要身份验证时，Cisco WSA将向客户端应用索取身份验证凭证。但是并非所有客户

端应用都支持身份验证，因此它们无法提示用户提供用户名和密码。这些应用在Cisco 

WSA以透明模式部署时可能会发生问题，因为它们会试图通过端口80传输非HTTP流

量，无法满足WSA对连接进行身份验证的请求。 

不支持身份验证的部分应用列表包括：（随着版本更新可能会变化） 

• Mozilla Thunderbird 

• Adobe Acrobat Updates 

• Windows Update 

• Microsoft Outlook Exchange（当视图在电子邮件内检索互联网图片时）

如果应用需要访问特定的URL，您可以基于无需身份验证的定制用户代理类

别来创建一个身份。当您创建这一身份后，将不会再要求客户端应用进行身

份验证。 

对于需要身份验证功能的企业，请咨询您信赖的Cisco IronPort合作伙伴、经

销商或思科客户团队。他们将帮助您设置一个能够满足您的各种需求的身份验

证解决方案，同时尽量使复杂程度降到最低。

         程序1             设置身份验证

步骤1：为建立一个身份验证区域，来定义如何进行身份验证，转至Network（网络） 

> Authentication（身份验证），然后点击Add Realm（添加区域）。在此例中，您为

NTLM身份验证建立一个区域。

步骤2：在NTLM Authentication Realm（NTLM身份验证区域）对话框中，在NTLM 

Authentication（NTLM身份验证）下，定义Active Directory服务器、Active Directory

帐户域名和计算机帐户，然后点击Join Domain（加入域）。 

流程 技术提示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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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在Computer Account Credentials（计算机帐户凭证）对话框中，输入用户名

和密码，然后点击Create Account（创建帐户）。此步骤必须由一位有权为计算机创建

域帐户的AD域管理员来完成。

 

步骤4：点击Start Test（开始测试），测试NTLM到AD域的连接，在测试成功后，点击

Submit（提交）。

步骤5：执行您的更改。 

 

           程序2              配置身份组

设置身份验证的下一步是基于客户端身份或事务处理本身来配置身份组。 

步骤1：转至Web Security Manager（Web安全管理器） > Identities（身份），然后

点击Add Identity（添加身份）。

步骤2：在Identity Settings（身份设置）对话框中，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两个身

份示例的名称：Subnets not to Authen和User Agents not to Authen.

如果需要为子网创建一个身份，请插入您希望不必进行身份验证就能访问互联网的客户

端IP地址、地址范围或子网。 

当然，这样做就无法达到对该IP地址进行身份验证的目的，Cisco IronPort 

WSA的所有日志信息中也永远不会有使用此IP地址的员工的身份验证数据。但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这么做，以下是一个如何更改Cisco IronPort WSA运行

策略的示例。

 

步骤3：如欲为用户代理构建身份，在Advanced（高级）选项卡上，点击User Agents

（用户代理）旁边的None Selected（都不选择）。 

技术提示

部署详情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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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点击Others（其它），然后选择Microsoft Windows Update和Adobe Acrobat 

Updater代理类型。选择这些代理意味着，当HTTP报头中具有这些用户代理的HTTP连

接，就不会要求进行身份验证。可以为任何使用HTTP、未通过身份验证的应用定义定

制用户代理。如果这种做法不可行，可以建立一个特别的定制URL分类，在URL类别的

Advanced（高级）选项卡中使用。 

 

步骤5：要保存用户代理配置，点击Done（完成），然后点击Submit（提交），执行

更改。

现在，您已为不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代理建立了一个身份，且了解了如何为不进行身份

验证的子网建立身份，您已完成身份验证部分的操作。您可以立即测试部署，来确保系

统按预期要求执行策略，所有应用和流程都和过去一样正常工作，而且系统记录的数据

能够满足您的所有需求。

维护Cisco WSA

1.监控Cisco WSA

2.  Cisco WSA故障排除

当部署完成后，使用以下两个程序来维护Cisco IronPort WSA。

           程序1             监控Cisco WSA

为监控Cisco WSA的运行状态以及WSA针对其检查的流量所采取的操作，转至Monitor

（监视器），然后从各种可用报告中进行选择。管理员能够使用这些报告跟踪客户端的

网络活动、恶意软件类型、Web信誉度过滤器和系统状态等统计数据。 

          程序2              Cisco WSA故障排除

步骤1：为确定Cisco WSA为什么要在从特定用户到特定站点间的Web连接上采取措

施，可在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Policy Trace（策略跟踪）下运行Trace

（跟踪）工具。 

通过填写该工具信息，您可测试特定URL，了解如果Cisco IronPort WSA处理该URL，

预计会如何响应。如果使用某些更为高级的功能，该工具尤为有用。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思科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smartarchitecture或http://www.cisco.com/go/

partner/smartarchitecture 

流程

读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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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产品编号

以下产品和软件版本已经过验证，可用于思科智能业务平台：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互联网边缘 Cisco Ironport S160 网络安全设备 S160-BUN-R-NA 7.1.1-038

附录A：产品编号2012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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