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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思科 Firepower 文档
关于思科 Firepower 文档
本路线图提供指向当前可用和旧的 Firepower 文档的链接：
• 许可证文档
• 当前文档（版本 6.0 及更高版本） ，第 1 页
• 旧版文档（版本 5.4.x 及更早版本） ，第 13 页
• 其他资源 ，第 20 页
相关路线路
• ASA 文档路线图 -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security/asa/roadmap/asaroadmap.html。
• FXOS 文档路线图 -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security/firepower/fxos/roadmap/
fxos-roadmap.html。

许可证文档
• 功能许可证信息：
• 思科 Firepower 系统功能许可证指南
• Firepower 许可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FAQ)
• 您的 Firepower 版本对应的配置指南的“许可”一章。
• 开源许可证信息：
每种产品都有各自的开源许可文档，可通过该产品顶级文档列表页面的“许可信息”链接获取。
请参阅 Firepower 管理中心部署的顶级文档列表页 ，第 2 页。

当前文档（版本 6.0 及更高版本）
对于 Firepower 版本 6.0 及更高版本，请参阅以下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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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power 管理中心部署的顶级文档列表页

• Firepower 管理中心部署的顶级文档列表页 ，第 2 页
• 兼容性指南 ，第 4 页
• 版本说明 ，第 4 页
• 迁移指南 ，第 5 页
• 升级指南 ，第 6 页
• 配置指南 ，第 6 页
• 命令参考指南 ，第 7 页
• 硬件指南 ，第 7 页
• 快速启动和入门指南 ，第 9 页
• 故障排除指南和相关文章 ，第 11 页
• 集成 API 文档 ，第 11 页
• 用户代理文档 ，第 13 页
• 终端服务 (TS) 代理文档 ，第 13 页

Firepower 管理中心部署的顶级文档列表页
在配置 Firepower 管理中心部署版本 6.0+ 时，以下文档可提供帮助。

注释

有些链接的文档不适用于 Firepower 管理中心部署。例如， Firepower 威胁防御页面上的某些链接专
用于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管理的部署，并且硬件页面上的某些链接与 Firepower 无关。为避免混
淆，请特别注意文档标题。此外，有些文档涵盖多个产品，因此可能会出现在多个产品页面上。

Firepower 管理中心
• Firepower 管理中心硬件设备：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defense-center/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Firepower 管理中心虚拟设备：
•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defense-center-virtual-appliance/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defense-center/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Firepower 威胁防御，也称为 NGFW（下一代防火墙）设备
• Firepower 威胁防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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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power 管理中心部署的顶级文档列表页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firepower-ngfw/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Firepower 威胁防御虚拟：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firepower-ngfw-virtual/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Firepower 4100 系列：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firepower-4100-series/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Firepower 9300：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firepower-9000-series/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ASA 5500-X 系列：
•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asa-firepower-services/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asa-5500-series-next-generation-firewalls/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ISA 3000 硬件：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industrial-security-appliance-isa/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经典设备，也称为 NGIPS（下一代入侵防御系统）设备
• 具备 FirePOWER 服务的 ASA：
• 具备 FirePOWER 服务的 ASA 5500-X：
•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asa-firepower-services/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asa-5500-series-next-generation-firewalls/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具备 FirePOWER 服务的 ISA 3000：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industrial-security-appliance-isa/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Firepower 8000 系列：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firepower-8000-series-appliances/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Firepower 7000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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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指南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firepower-7000-series-appliances/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面向网络的 AMP：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amp-appliances/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 NGIPSv（虚拟设备）：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ngips-virtual-appliance/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

兼容性指南
《思科 Firepower 兼容性指南》列出了思科 Firepower 系统软件和硬件的兼容性及要求。

版本说明
版本说明提供版本特定的重要信息。

注释

有关 ASA 版本说明，请参阅 ASA 文档路线图。
有关 FXOS 版本说明，请参阅 FXOS 文档路线图。
有关 Firepower 修补程序版本说明，请参阅 Firepower 修补程序版本说明。
版本

指南

版本 6.2.3.x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2.3.1、版本 6.2.3.2 和版本 6.2.3.3

版本 6.2.3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2.3

版本 6.2.2.x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2.2
• Firepower 版本说明，版本 6.2.2.1、版本 6.2.2.2、版本 6.2.2.3 和版本 6.2.2.4

版本 6.2.1

版本 6.2.0.x

思科 Firepower 版本 6.2.1 已被思科 Firepower 版本 6.2.2 替代，版本 6.2.2 的功
能与版本 6.2.1 相同，并且支持所有 Firepower 平台。我们强烈建议从版本 6.2.1
更新至版本 6.2.2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2.0
• Firepower 版本说明，版本 6.2.0.1、版本 6.2.0.2、版本 6.2.0.3、版本 6.2.0.4、
版本 6.2.0.5 和版本 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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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指南

版本
版本 6.1.x

指南
• Firepower 系统预安装包版本说明，版本 6.1.0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1.0
• 适用于修补程序 AF 的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
• 适用于修补程序 AI 的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
• 适用于修补程序 AJ 的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
• 适用于修补程序 AZ 的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
• 适用于修补程序 CF 的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1.0.1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1.0.2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1.0.3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1.0.4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1.0.5
• 适用于修补程序 DQ 的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1.0.6

版本 6.0.1.x

• Firepower 系统预安装包版本说明，版本 6.0.1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0.1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0.1.1
• Firepower 系统版本 6.0.1.1 修补程序 AU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0.1.2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0.1.3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0.1.4

版本 6.0.0.x

• Firepower 系统预安装包版本说明，版本 6.0.0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0
• Firepower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6.0.0.1

迁移指南
《思科 ASA 到 Firepower 威胁防御迁移指南》介绍如何使用思科的迁移工具将 ASA 配置转换为
Firepower 威胁防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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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指南

• 思科 ASA 到 Firepower 威胁防御迁移指南，版本 6.2.2
• 思科 ASA 到 Firepower 威胁防御迁移指南，版本 6.2.1
• 思科 ASA 到 Firepower 威胁防御迁移指南，版本 6.2

升级指南
• 《Firepower 管理中心升级指南》 - 在所有设备至少运行 Firepower 版本 5.4 的情况下，升级
Firepower 管理中心部署。
• 《思科 ASA 升级指南》 - 升级配备由 ASDM 管理的 ASA FirePOWER 模块的 ASA 设备。

配置指南
此部分按管理设备列出配置指南：

注释

有关 ASA 配置指南，请参阅 ASA 文档路线图。
有关 FXOS 配置指南，请参阅 FXOS 文档路线图。

Firepower 管理中心
《思科 Firepower 管理中心配置指南》包括使用 Firepower 管理中心 Web 界面配置 Firepower 的详细
信息。
版本

指南

所有版本

4100 或 9300 硬件上的 Firepower 威胁防御，由 Firepower
管理中心：为 Firepower 威胁防御部署集群管理。

版本 6.2.3

Firepower 管理中心配置指南，版本 6.2.3

版本 6.2.2

Firepower 管理中心配置指南，版本 6.2.2

版本 6.2.1

Firepower 管理中心配置指南，版本 6.2.1

版本 6.2.0.x

Firepower 管理中心配置指南，版本 6.2

版本 6.1.x

Firepower 管理中心配置指南，版本 6.1

版本 6.0.1.x

Firepower 管理中心配置指南，版本 6.0.1

版本 6.0.0.x

Firepower 管理中心配置指南，版本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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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 FirePOWER 服务的、通过 ASDM 进行的 ASA 本地管理

配备 FirePOWER 服务的、通过 ASDM 进行的 ASA 本地管理
在运行 6.0 版以上 ASA FirePOWER 模块的 ASA 设备上，可以通过 ASDM 配置 ASA FirePOWER 模
块功能。《配备 FirePOWER 服务的 ASA 本地管理配置指南》中提供了有关如何配置模块的详细信
息。
版本

指南

版本 6.2.3

配备 FirePOWER 服务的 ASA 本地管理配置指南，版本 6.2.3

版本 6.2.2

配备 FirePOWER 服务的 ASA 本地管理配置指南，版本 6.2.2

版本 6.2.0.x

配备 FirePOWER 服务的 ASA 本地管理配置指南，版本 6.2

版本 6.1.x

配备 FirePOWER 服务的 ASA 本地管理配置指南，版本 6.1

版本 6.0.1.x

版本 6.0.1 未对《配备 FirePOWER 服务的 ASA 本地管理配置指南》进行任何更
新；请参阅版本 6.0 文档集，了解相关信息。

版本 6.0.0.x

配备 FirePOWER 服务的 ASA 本地管理配置指南，版本 6.0

版本

指南

版本 6.2.3

适用于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配置指南，版本 6.2.3

版本 6.2.2

适用于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配置指南，版本 6.2.2

版本 6.2.1

适用于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配置指南，版本 6.2.1

版本 6.2.0.x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配置指南，版本 6.2

版本 6.1.x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配置指南，版本 6.1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

命令参考指南
在此处可获得适用于 Firepower 威胁防御的命令参考指南。

硬件指南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硬件安装 ，第 7 页
• 合规性和安全信息 ，第 8 页
硬件安装
这些指南提供与 Firepower 硬件相关的信息，包括部署信息、物理安装规程、现场可更换组件、硬件
规格，以及安全和法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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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和安全信息

注释

有关 ASA 5500-X 系列设备的硬件安装指南，请参阅 ASA 文档路线图。
有关 Firepower 4100/9300 机箱的硬件安装指南，请参阅 FXOS 文档路线图。
有关虚拟安装指南，请参阅快速启动和入门指南 ，第 9 页。
Firepower 硬件安装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管理中心 750、1500、2000、3500 和 4000 硬件安装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管理中心 1000、2500 和 4500 硬件安装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2100 系列硬件安装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4100 系列硬件安装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9300 硬件安装指南
• Firepower 7000 系列安装指南
• Firepower 8000 系列安装指南
ASA 5500-X 系列硬件安装指南
• 思科 ASA 5506-X、5506W-X 和 5506H-X 硬件安装指南
• 思科 ASA 5508-X 和 5516-X 硬件安装指南
• 思科 ASA 5500-X 系列硬件安装指南
ISA 3000 硬件安装指南
• 思科 ISA 3000 工业安全设备硬件安装指南

合规性和安全信息
合规性和安全信息指南提供 Firepower 设备的一般安全准则和合规信息。有关合规性和安全信息的书
籍包括：
Firepower 合规性和安全信息
• 合规性和安全信息 - 思科 Firepower 管理中心 1000、2500 和 4500
• 合规性和安全信息 - 思科 Firepower 2100 系列
• 合规性和安全信息 - 思科 Firepower 4100 系列
• 合规性和安全信息 - 思科 Firepower 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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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启动和入门指南

ASA 合规性和安全信息
• 思科 ASA 5506-X、ASA 5508-X、ASA 5516-X 系列自适应安全设备的合规性和安全信息
• 思科 ASA 5500-X 系列自适应安全设备的合规性和安全性信息

快速启动和入门指南
快速启动和入门指南提供有关部署设备、在您的网络上安装设备的程序、初始设置和配置以及重新
映像设备的信息。虚拟快速入门指南包括虚拟环境的部署、安装和初始设置信息。
模块
Firepower 管理中心快速入门指南

指南
• 750、1500、2000、3500 和 4000 型号思科 Firepower
管理中心入门指南
• 1000、2500 和 4500 型号思科 Firepower 管理中心入门
指南
• 适用于 VMware 部署的思科虚拟 Firepower 管理中心快
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 AWS 云的思科虚拟 Firepower 管理中心快速入
门指南
• 适用于 KVM 部署的思科虚拟 Firepower 管理中心快速
入门指南

Firepower 威胁防御（硬件）快速入门
指南（Firepower 管理中心）

• 适用于使用 Firepower 管理中心的 Firepower 2100 系列
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 Firepower 4100 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
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 Firepower 9300 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
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使用 Firepower 管理中心的 ASA 5506-X 系列的
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使用 Firepower 管理中心的 ASA 5508-X 和
5516-X 系列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使用 Firepower 管理中心的 ASA 5512-X、ASA
5515-X、ASA 5525-X、ASA 5545-X 和 ASA 5555-X 的
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使用 Firepower 管理中心的 ISA 3000 设备的思
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速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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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启动和入门指南

模块
Firepower 威胁防御（硬件）快速入门
指南（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

指南
• 适用于使用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的 Firepower 2100 系
列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使用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的 ASA 5506-X 系列
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使用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的 ASA 5508-X 和
5516-X 系列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使用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的 ASA 5512-X、ASA
5515-X、ASA 5525-X、ASA 5545-X 和 ASA 5555-X 的
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速入门指南

Firepower 威胁防御（虚拟设备）快速
入门指南（Firepower 管理中心）

• 适用于 VMware 部署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虚拟快
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 AWS 云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虚拟快速入
门指南
• 适用于 Microsoft Azure 云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虚
拟快速入门指南
• 适用于 KVM 部署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虚拟快速
入门指南

Firepower 威胁防御（虚拟设备）快速
入门指南（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

• 使用面向 VMware 的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部署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虚拟设备快速入门指南
• 使用面向 KVM 的 Firepower 设备管理器部署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虚拟设备快速入门指南

ASA FirePOWER 模块快速入门指南

ASA FirePOWER 模块从 ASA 运行独立应用。有关在支持
的 ASA 设备上设置模块的说明，请参阅《思科 ASA
FirePOWER 模块快速入门指南》。
有关安装支持配合 Firepower 使用的 ASA 设备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 ASA 文档路线图。

Firepower 经典设备快速入门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7000 系列入门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8000 系列入门指南
• 适用于 VMware 的思科 Firepower NGIPSv 快速入门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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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指南和相关文章

故障排除指南和相关文章
故障排除技术笔记和其他故障排除资源的链接可在 Cisco.com 上各个产品的顶级文档列表页面的“故
障排除和警报”部分找到。您可以在Firepower 管理中心部署的顶级文档列表页 ，第 2 页中查看与
您的产品相关的链接。
下面列出了故障排除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系统日志消息
• 思科 Firepower 2100 系列故障和错误消息
• 适用于 Firepower 2100 系列的思科 FXOS 故障排除指南

集成 API 文档
集成指南提供使用公开 API 通过自定义应用开发扩展 Firepower 功能的相关信息。
版本
版本 6.2.3

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系统事件流转换器集成指南，版本 6.2.3
• 思科 Firepower 管理中心 REST API 快速入门指南，版
本 6.2.3
• 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 REST API 指南
版本 6.2.3 未对以下指南进行任何更新。您可以遵循以下所
列的指南：
• Firepower 系统数据库访问指南，版本 6.1
• Firepower 系统主机输入 API 指南，版本 6.0.0
• Firepower 系统补救 API 指南，版本 6.0.0

版本 6.2.2

• 思科 Firepower 系统事件流转换器集成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REST API 快速入门指南
版本 6.2.2 未对以下指南进行任何更新。您可以遵循以下所
列的指南：
• Firepower 系统数据库访问指南，版本 6.1
• Firepower 系统主机输入 API 指南，版本 6.0.0
• Firepower 系统补救 API 指南，版本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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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 API 文档

版本
版本 6.2.1

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系统事件流转换器集成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REST API 快速入门指南
版本 6.2.1 未对以下指南进行任何更新。您可以遵循以下所
列的指南：
• Firepower 系统数据库访问指南，版本 6.1
• Firepower 系统主机输入 API 指南，版本 6.0.0
• Firepower 系统补救 API 指南，版本 6.0.0

版本 6.2.0.x

• 思科 Firepower 系统事件流转换器集成指南
• 思科 Firepower REST API 快速入门指南
版本 6.2 未对以下指南进行任何更新。您可以遵循以下所列
的指南：
• Firepower 系统数据库访问指南，版本 6.1
• Firepower 系统主机输入 API 指南，版本 6.0.0
• Firepower 系统补救 API 指南，版本 6.0.0

版本 6.1.x

• Firepower 系统数据库访问指南，版本 6.1
• Firepower 系统事件流转换器集成指南，版本 6.1
• Firepower REST API 快速入门指南
版本 6.1 未对主机输入或补救 API 指南进行任何更新。您
可以遵循以下所列的指南：
• Firepower 系统主机输入 API 指南，版本 6.0.0
• Firepower 系统补救 API 指南，版本 6.0.0

版本 6.0.1.x

版本 6.0.0.x

版本 6.0.1 未对 API 文档进行任何更新；请参阅版本 6.0 文
档。
• Firepower 系统数据库访问指南，版本 6.0.0
• Firepower 系统事件流转换器集成指南，版本 6.0.0
• Firepower 系统主机输入 API 指南，版本 6.0.0
• Firepower 系统补救 API 指南，版本 6.0.0

导航思科 Firepower 文档
12

用户代理文档

用户代理文档
版本

指南

版本 2.3

Firepower 用户代理配置指南，版本 2.3

版本 2.2.x

• FireSIGHT 系统用户代理版本 2.2 发行说明
• FireSIGHT 系统用户代理配置指南，版本 2.2

终端服务 (TS) 代理文档
Firepower 系统 TS 代理实用工具可为 Windows 终端服务器报告的用户分配唯一的端口范围，以便唯
一标识 Firepower 管理中心上的用户，从而为用户感知和用户控制提供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思科终端服务 (TS) 代理指南，版本 1.1》。

旧版文档（版本 5.4.x 及更早版本）
有关版本 5.4.x 和更早版本的 FireSIGHT 系统及 Sourcefire 3D 系统，请参阅以下部分：
• 版本 5.4.0.x 和版本 5.4.1.x ，第 13 页
• 版本 5.3.1.x ，第 15 页
• Sourcefire 3D 系统文档 ，第 17 页

注释

有关为从 Sourcefire 购买产品的客户提供支持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www.cisco.com/web/
services/acquisitions/sourcefire.html

版本 5.4.0.x 和版本 5.4.1.x
请注意，我们针对版本 5.4、版本 5.4.0.x 和版本 5.4.1.x 发布了一份综合文档集。版本 5.4.1 文档反映
ASA5506-X、ASA5506H-X、ASA5506W-X、ASA5508-X 或 ASA5516-X 上支持 ASA FirePOWER 模
块，并删除了对 SSL 许可证的要求（在版本 5.4 中需要该许可证才能使用 SSL 解密和检测，但在版
本 5.4.1 中已不再需要该许可证）。或者，该文档集适用于当前可用的所有 5.4.x 版本。思科强烈建
议您尽快升级到版本 5.4.1。如果您计划使用 SSL 功能或管理 ASA5506-X，必须至少升级到版本
5.4.1。对于 ASA5506-X、ASA5506H-X、ASA5506W-X、ASA5508-X 或 ASA5516-X 之外的受管设
备，思科强烈建议您尽快升级到版本 5.4.0.2。

导航思科 Firepower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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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5.4.0.x 和版本 5.4.1.x

版本

指南

FireSIGHT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5.4.x

有关已知问题、已解决的问题、产品兼容性以及补丁和更
新安装程序的信息，请参阅 FireSIGHT 系统版本说明。请
注意，本文档列出了最新补丁版本的版本说明。
• 适用于 ASA5512-X、ASA5515-X、ASA5525-X、
ASA5545-X、ASA5555-X、ASA5585-X-SSP-10、
ASA5585-X-SSP-20、ASA5585-X-SSP-40 和
ASA5585-X-SSP-60 的修补程序 DB（闰秒）
• 适用于 ASA5506-X、ASA5506W-X、ASA5506H-X、
ASA5508-X、ASA5516-X 和 ISA 3000 的修补程序 CX
（闰秒）
• 版本 5.4.0.11 和版本 5.4.1.10
• 版本 5.4.0.10 和版本 5.4.1.9
• 版本 5.4.0.9 和版本 5.4.1.8
• 版本 5.4.0.8 和版本 5.4.1.7
• 版本 5.4.0.7 和版本 5.4.1.6
• 版本 5.4.0.6 和版本 5.4.1.5
• 版本 5.4.0.5 和版本 5.4.1.4
• 版本 5.4.0.4 和版本 5.4.1.3
• 版本 5.4.0.3 和版本 5.4.1.2
• 版本 5.4.0.2 和版本 5.4.1.1
• 版本 5.4.1
• 版本 5.4
• 版本 5.4.0 预安装

ASA FirePOWER 快速入门指南

ASA FirePOWER 模块从 ASA 运行独立应用。有关在支持
的 ASA 设备上设置模块的说明，请参阅《思科 ASA
FirePOWER 模块快速入门指南》。
有关安装支持配合 FireSIGHT 系统使用的 ASA 设备的其他
信息，请参阅 ASA 文档路线图。

ASA FirePOWER 模块用户指南，版本 在运行 5.4.1.x 版 ASA FirePOWER 模块的 ASA5506-X、
5.4.1.x
ASA5506H-X、ASA5506W-X、ASA5508-X 或 ASA5516-X
设备上，可以通过 ASDM 配置 ASA FirePOWER 模块功能。
《思科 ASA FirePOWER 模块用户指南》提供配置模块的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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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5.3.1.x

版本

指南

FirePOWER 和 FireSIGHT 设备的合规 思科 FirePOWER 和 FireSIGHT 设备支持多种硬件平台。有
性和安全信息
关每种设备的一般安全准则和合规性信息，请参阅本指南：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security/firesight/hw-docs/
regulatory/compliance/firesight-firepower-rcsi.html
请注意，防御中心 4000 和防御中心 2000 设备均基于 UCS
C220 平台；对于这些型号，请参阅《思科 UCS 合规性和
安全信息指南》，了解每种设备的一般安全准则和合规性
信息。
FireSIGHT 系统安装指南，版本 5.4.x

FireSIGHT 系统安装指南提供部署信息、在网络上安装设备
的程序、初始设置和配置、重新映像设备、更换可现场更
换的组件，以及硬件规格和安全与法规信息。《FireSIGHT
系统虚拟安装指南》包括虚拟环境的部署、安装和初始设
置信息。
• 安装指南
• 虚拟安装指南
• 适用于 Blue Coat X 系列的 NGIPS 安装和配置指南

FireSIGHT 系统用户指南，版本 5.4.x

《FireSIGHT 系统用户指南》包括有关使用 Web 界面和 CLI
配置 FireSIGHT 系统的详细信息。
• 版本 5.4.1 和版本 5.4.0.x

FireSIGHT 系统集成指南，版本 5.4.x

《FireSIGHT 系统集成指南》提供使用公开 FireSIGHT 系
统 API 通过自定义应用开发扩展 FireSIGHT 系统功能的信
息。
• 《数据库访问指南》
• eStreamer 集成指南
• 《主机输入 API 指南》
• 补救 API 指南

版本 5.3.1.x

注释

在安装任何硬件之前，请阅读适合您的平台的合规性和安全信息，每个版本的安装指南中均有一章
提供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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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5.3.1.x

版本

指南

FireSIGHT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5.3.1.x 有关已知问题、已解决的问题、产品兼容性以及补丁和更
新安装程序的信息，请参阅 FireSIGHT 系统版本说明。请
注意，本文档列出了最新补丁版本的版本说明。
• 版本 5.3.1.7
• 版本 5.3.1.6
• 版本 5.3.1.5
• 版本 5.3.1.4
• 版本 5.3.1.3
• 版本 5.3.1.2（修补程序不再可用）
• 版本 5.3.1.1
• 版本 5.3.1
ASA FirePOWER 快速入门指南

ASA FirePOWER 模块从 ASA 运行独立应用。有关在支持
的 ASA 设备上设置模块的说明，请参阅《思科 ASA
FirePOWER 模块快速入门指南》。
有关安装支持配合 FireSIGHT 系统使用的 ASA 设备的其他
信息，请参阅 ASA 文档路线图。

FireSIGHT 系统安装指南，版本 5.3.1.x FireSIGHT 系统安装指南提供部署信息、有关在网络上安装
设备的程序、初始设置和配置、重新映像设备、更换可现
场更换的组件，以及硬件规格和安全与法规信息。
《FireSIGHT 系统虚拟安装指南》包括虚拟环境的部署、安
装和初始设置信息。
• 安装指南
• 虚拟安装指南
FireSIGHT 系统用户指南，版本 5.3.1.x 《FireSIGHT 系统用户指南》包括有关使用 Web 界面和 CLI
配置 Sourcefire 3D 系统的详细信息。
FireSIGHT 系统集成指南，版本 5.3.1.x 《FireSIGHT 系统集成指南》提供使用公开 FireSIGHT 系
统 API 通过自定义应用开发扩展 FireSIGHT 系统功能的信
息。
• 《数据库访问指南》
• eStreamer 集成指南
• 《主机输入 API 指南》
• 补救 API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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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fire 3D 系统文档

Sourcefire 3D 系统文档
本节按版本列出了旧版 Sourcefire 3D 系统文档：
版本 5.3.0.x

注释

在安装任何硬件之前，请阅读适合您的平台的合规性和安全信息，每个版本的安装指南中均有一章
提供这些信息。
版本

指南

Sourcefire 3D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5.3.0.x

有关已知问题、已解决的问题、产品兼容性以及补丁和更
新安装程序的信息，请参阅 Sourcefire 3D 系统版本说明。
请注意，本文档列出了最新补丁版本的版本说明。
• 版本 5.3.0.8
• 版本 5.3.0.7
• 版本 5.3.0.6
• 版本 5.3.0.5
• 版本 5.3.0.4
• 版本 5.3.0.3
• 版本 5.3.0.2
• 版本 5.3.0.1
• 版本 5.3

Sourcefire 3D 系统安装指南，版本
5.3.0.x

《Sourcefire 3D 系统安装指南》提供部署信息、在您的网
络上安装 Sourcefire 设备的程序、初始设置和配置、重新映
像设备、更换可现场更换的组件，以及硬件规格和安全与
法规信息。《Sourcefire 虚拟安装指南》和《适用于 X 系列
的 Sourcefire 软件安装指南》分别包括虚拟环境和 Blue Coat
X 系列平台的部署、安装及初始设置信息。
• 安装指南
• 虚拟安装指南
• 适用于 X 系列的 Sourcefire 软件安装指南

Sourcefire 3D 系统用户指南，版本
5.3.0.x

《Sourcefire 3D 系统用户指南》包括有关使用 Web 界面和
CLI 配置 Sourcefire 3D 系统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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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5.2.x

版本

指南

Sourcefire 3D 系统快速入门指南，版本 快速启动指南提供有关如何在您的网络上安装 Sourcefire 设
5.3.0.x
备的信息，以及简化的规格、安全和使用信息。
• 7000 系列
• 8000 系列
• DC750
• DC1500
• DC3500
Sourcefire 3D 系统集成指南，版本
5.3.0.x

《Sourcefire 3D 系统集成指南》提供使用公开 Sourcefire 3D
系统 API 通过自定义应用开发扩展 Sourcefire 3D 系统功能
的信息。
• 《数据库访问指南》
• eStreamer 集成指南
• 《主机输入 API 指南》
• 补救 API 指南

版本 5.2.x
版本

指南

Sourcefire 3D 系统版本说明，版本 5.2.x 有关已知问题、已解决的问题、产品兼容性以及补丁和更
新安装程序的信息，请参阅 Sourcefire 3D 系统版本说明。
请注意，本文档列出了最新补丁版本的版本说明。
• 版本 5.2.0.8
• 版本 5.2.0.7
• 版本 5.2.0.6
• 版本 5.2.0.5
• 版本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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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SIGHT 系统用户代理

版本

指南

Sourcefire 3D 系统安装指南，版本 5.2.x 《Sourcefire 3D 系统安装指南》提供部署信息、将 Sourcefire
设备连接到您的网络的程序、初始设置和配置、重新映像
设备、更换可现场更换的组件，以及硬件规格和安全与法
规信息。《Sourcefire 虚拟安装指南》包括虚拟环境的部
署、安装和初始设置信息。
• 安装指南
• 虚拟安装指南
Sourcefire 3D 系统用户指南，版本 5.2.x 《Sourcefire 3D 系统用户指南》包括有关使用 Web 界面和
CLI 配置 Sourcefire 3D 系统的详细信息。
Sourcefire 3D 系统快速入门指南，版本 快速启动指南提供有关如何在您的网络上安装 Sourcefire 设
5.2.x
备的信息，以及简化的规格、安全和使用信息。
• 3D500、3D1000 和 3D2000
• 7000 系列
• 8000 系列
• DC750
• DC1500
• DC3500
Sourcefire 3D 系统集成指南，版本 5.2.x 《Sourcefire 3D 系统集成指南》提供使用公开 Sourcefire 3D
系统 API 通过自定义应用开发扩展 Sourcefire 3D 系统功能
的信息。
• 《数据库访问指南》
• eStreamer 集成指南
• 《主机输入 API 指南》
• 补救 API 指南
迁移指南，版本 5.2.x

Sourcefire 3D 系统迁移指南提供有关将版本 4.10.3 中的事
件和策略数据迁移到版本 5.2 的程序。

FireSIGHT 系统用户代理
FireSIGHT 系统用户代理是一个 FireSIGHT 实用程序，它从您网络中的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服
务器和主机中收集用户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达给您的 FireSIGHT 防御中心以支持用户感知和用户
控制。
• FireSIGHT 系统用户代理配置指南，版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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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ys Connector 文档

• Firepower 用户代理配置指南，版本 2.3
Qualys Connector 文档
Sourcefire 3D System Qualys Connector 是一款实用工具，允许您导入 Qualys 扫描数据以增强 Sourcefire
3D 系统中的发现数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Sourcefire 3D System Qualys 指南，版本 1.0.1》。

其他资源
除了我们提供的大量文档外，防火墙社区也是内容丰富的参考资料库。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思科硬
件的三维模型、硬件配置选择器、产品资料、配置示例、故障排除技术笔记、视频（培训、实验和
Cisco Live 大会）、社交媒体公众号、思科博客，以及技术出版团队发布的所有文档。
在社区网站或视频分享网站上发帖的某些个人（包括版主在内）在思科系统公司工作。这些网站上
发表的观点以及任何相关评论均为原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思科无关。此处内容仅用于提供信息，不
作为思科或其他各方的认可或声明。

注释

防火墙社区上的一些视频、技术说明和参考材料指向的是旧版 Firepower 管理中心。您的 Firepower
管理中心版本与视频或技术说明中引用的版本可能在用户界面上有不同之处，从而导致过程不尽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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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有关产品的规格和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本手册中的所有声明、信息和建议均准确可靠，但我们不为其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用户必须承担使用产
品的全部责任。
随附产品的软件许可和有限担保在随产品一起提供的信息包中提供，且构成本文的一部分。如果您无法找到软件许可或有限担保，请与思科代表联系以获取副本。
思科所采用的 TCP 报头压缩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CB) 开发的一个程序的改版，是 UCB 的 UNIX 操作系统公共域版本的一部分。版权所有。版权所有 © 1981，加州大学
董事会。
无论本手册中是否有任何其他保证，这些供应商的所有文档文件和软件均按“原样”提供，并可能包含缺陷。思科和上面所提及的提供商拒绝所有明示或暗示保证，包括（但
不限于）适销性、特定用途适用性和无侵权保证，或者因买卖或使用以及商业惯例所引发的保证。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任何间接、特殊、连带发生或偶发的损坏，包括（但不限于）因使用或无法使用本手册而导致的任何利润损失或数据损失或损坏，思科及其供应商概不
负责，即使思科及其供应商已获知此类损坏的可能性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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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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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此网址：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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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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